Poster Viewing

Date and Time：
June 2（Thu.）13：00〜18：30（Discussion Time 16：20〜17：40（Abstract - Odd numbers））
June 3（Fri.）8：30〜19：00（Discussion Time 18：30〜19：30（Abstract - Even numbers））
June 4（Sat.）8：00〜19：00
June 5（Sun.）8：00〜14：00
Poster Venue（1F New Hall,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Participants can view these digital posters in their app during the meeting,
from June 2nd（Thursday）8：30 to June 5th（Sunday）17：00.

Basic research ………………………………………………………………………………
EP1-1
（E2-1）

S1PR1 has a key role in regulating the skin barrier and the epidermal immunoreaction
○Kana Kuroki1），Phoebe Pham1），Satomi Igawa2），Anna Di Nardo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liforni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sahikawa Medical University, Asahikawa2）
EP1-2
Exosomes Containing miRNAs from Keratinocytes Promote CD8+ T Cells Activation in Vitiligo
（E2-21）
○Jingjing Ma，Zhe Ji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ʼan
EP1-3
Dissect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uman thymic epithelial cells and epidermis
○Jun-ichi Sakabe1），Melissa Maggioni2），Tiphaine Arlabosse2），Keya Roy1），
Ariane Rochat2），Yann Barrandon1）
Lee ＆ Lee Chair of Plastic Surgery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Duke-NUS Medical
School, Department of Plastic, Reconstructive and Aesthetic Surgery,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and Laboratory of Stem Cell Dynamics, A*STAR Skin Research Labs
（A*SRL）
, A*STAR, Singapore1），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Vaudois, Lausanne.2）

Diagnosis ……………………………………………………………………………………
EP2-1
（E1-1）

A Case of Neuropsychiatric SLE Revealed By The Dermatological Diagnosis of Alopecia
○Kou Matsumoto1），Kyoko Kanno1），Mari Kishibe1），Akemi Ishida-Yamamoto1），
Mai Komatsu2），Asami Yasuda3）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sahikawa Medical University, Asahikaw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Japanese Red Cross Asahikawa Hospital, Asahikawa2），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Asahikawa Medical University, Asahikawa3）

Treatment ……………………………………………………………………………………
EP3-1
（E1-2）

A case of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guselkumab in China
○Suwei Tang，Jiajing Lu，Yang Yang，Wencheng Jiang，Shaoqiong Xie，
Yuling Shi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hanghai Skin Disease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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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2
（E1-3）

A Phase III Clinical Study to Evaluate Lanadelumab for Patients with HAE in Japan
○Ming Yu1），Michihiro Hide2,3），Christina Nurse4），Hiroki Sano5），Megumi Tanaka5），
Isao Ohsawa6）
Clinical Sciences,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Cambridge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iroshima University Hospital, Hiroshima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iroshima City Hiroshima Citizens Hospital, Hiroshima3），Statistics,
Takeda Development Center Americas, Deerfield4），TDC-J,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okyo5），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Saiyu Soka Hospital, Soka6）

Dermatologic surgery ……………………………………………………………………
EP5-1
（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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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Narrower Surgical Margins for Each Risk Factor
○Anna Kamimura1），Natsuki Baba2），Hiroshi Kato3），Shigeto Matsushita4），
Noriki Fujimoto5），Shintaro Saito6），Jun Asai7），Masashi Ishikawa8），
Hiroshi Yatsushiro9），Yasuhiro Nakamura1）
Department of Skin Oncology/Dermatology, Saitama Medic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 Iruma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Fukui Hospital,
Fukui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goya-City University, Nagoya3），Department
of Dermato-Oncology/Dermatology, National Hospital Organization Kagoshima Medical
Center, Kagoshima4），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higa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 Otsu5），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Gun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Maebashi6），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Medicine, Kyoto7），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aitama Cancer Center, Kitaadachi8），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ukui-ken Saiseikai Hospital, Fukui9）

Inflammatory disease ……………………………………………………………………
EP6-1
（E2-2）

Secukinumab-induced ulcerative colitis in a patient with psoriasis vulgaris
○Akira Kaneko1），Ikko Kajihara1），Kenichiro Tanaka1），Kouichi Sakurai2），
Satoshi Fukushim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Plastic Surgery, Faculty of Life Sciences, Kumamoto
University, Kumamoto1），Hattori Clinic, Kumamoto2）

Allergic disease ……………………………………………………………………………
EP7-1
（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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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PA Complicated with ITP and Sclerosing Cholangitis Showing Eosinophilic Infiltration
○Yuta Yamashita1），Takuya Takeichi1），Yoji Ishizu2），Nobuaki Suzuki3），
Takashi Tsuboi4），Kentaro Matsuura5），Haruka Koizumi1），Yoshinao Muro1），
Masashi Akiyam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goy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Nagoya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Nagoy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Nagoya2），Department of Transfusion Medicine, Nagoy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Nagoya3），Department of Neurology, Nagoy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Nagoya4），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Metabolism, Nagoya City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Nagoya5）

EP7-2
（E1-5）

EP7-3
（E2-4）

EP7-4
（E2-5）

Delayed Large Local Reactions to mRNA-1273 Vaccine against SARS-CoV-2：A Large-Scale
Study
○Toshihide Higashino1），Yuki Yamazaki1），Satoko Senda1），Yushi Sato1），
Yuiko Yonekura2），Kazuo Imai3），Junko Arakawa3），Shuichi Kawano3），
Hiroshi Horinosono1），Yoshinori Miur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elf Defense Forces Central Hospital, Tokyo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ollege, Tokorozawa2），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Self Defense Forces Central Hospital, Tokyo3）
A Case of Non-pigmenting Fixed Drug Eruption Caused by Chondroitin Sulfate Sodium
○Kohsuke Takahashi1），Takeshi Fukumoto1），Haruhiko Otsuka1），Masahiro Oka2），
Chikako Nishigori1），Akiharu Kubo1）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Related, Kob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Kobe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ita-Harima Medical Center,
Ono2）
Efficacy of Dupilumab for alopecia areata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atopic dermatitis
○Natsuko Sasaki，Yu Sawada，Etsuko Okada
Un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Kitakyushu

Autoimmune disease ………………………………………………………………………
EP8-1
（E1-6）
EP8-2
（E1-7）

EP8-3
（E1-8）

Two Cases of Anti-TIF1-γ Antibody Positive Dermatomyositis After SARS-CoV-19 Vaccination
○Ai Yoshida，Ken Igawa，Tetsuharu Ikegami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Dokkyo Medical University, Tsuga
Bullous pemphigoid has a risk for circuit clotting development during plasmapheresis
○Tatsuro Sugai1），Yosuke Mai1），Kentaro Izumi1），Yuki Chiba2），
Keisuke Takesada2），Daigo Nakazawa3），Tatsu Tanabe4），Kiyohiko Hotta4），
Ikuko Iwata5），Hideyuki Ujiie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1），Hokkaido University Hospital Medical Engineering
Center, Sapporo2），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Endocrinology and Nephr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3），
Department of Renal and Genitourinary surger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4），Department of Neurology, Hokkaido University
Hospital, Sapporo5）
Early PDAI/BPDAI Changes Predict Additional Treatment Necessity In Pemphigus/
Pemphigoid
○Ryo Tanaka1,2），Yuichi Kurihara1,2），Takeru Funakoshi1），Hayato Takahashi1），
Noriko Umegaki3），Takeshi Ouchi1），Akiharu Kubo1,4），Akiko Tanikawa1），
Masayuki Amagai1），Jun Yamagami5）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ei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okyo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iratsuka City Hospital, Hiratsuka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okyo Adachi Medical Center, Tokyo Womenʼs Medical University, Tokyo3），Division
of Dermat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Related, Kob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Kobe4），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okyo Womenʼs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oky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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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8-4
（E2-6）

EP8-5
（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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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8-6
（E2-8）

Bullous pemphigoid after nivolumab therapy with increased Th2/Th1 ratio in the blood
○Kensuke Fukuchi1），Chiaki Maruyama1），Akira Kasuya1），Toshiharu Fujiyama1），
Takatoshi Shimauchi1），Taisuke Ito1），Tetsuya Honda1），Takahito Suzuki2），
Kazuki Furuhashi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amamatsu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mamatsu1），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Hamamatsu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mamatsu2）
Treating Bullous Pemphigoid by Inhibiting FcRn：A Phase 2/3 Trial with Efgartigimod
○Jing Shao1），Hideyuki Ujiie2），Enno Schmidt3），Donna A. Culton4），
Dedee F. Murrell5），Ivaylo Stoykov6），Peter Verheesen6），Luca Borradori7），
Russell Hall8），Pascal Joly9）
argenx, Tokyo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okkaido University, Sapporo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Lubeck, Lubeck3），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Medicine, North Carolina4），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t George
Hospital and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5），argenx, Ghent6），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Hospital Inselspital, University of Bern, Bern7），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orth Carolina8），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Rouen University Hospital, Rouen9）
Study Design for a Trial of Dupilumab in Adults With Bullous Pemphigoid（BP）
○Bethany Beazley1），Kazuhiko Arima2），Ariane Dubost-Brama3），Nikhil Amin1），
Leda Mannent3），Arsalan Shabbir1）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Tarrytown, NY1），Sanofi K.K., Tokyo2），Sanofi
Chilly-Mazarin3）

Tumor …………………………………………………………………………………………
EP9-1
（E2-9）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with palisading granuloma in a patient with sarcoidosis
○Ko Sunagawa，Ken-ichi Hasui，Taisuke Kanno，Keiko Manabe，Toshihisa Hamada
Departments of Dermatology, Takamatsu Red Cross Hospital, Takamatsu
EP9-2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ilomatricoma
（E1-9）
○Yuri Kinoshita1），Shinichi Ansai1），Hidehisa Saeki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ippon Medical School Musashi Kosugi Hospital,
Kawasak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ippon Medical School, Tokyo2）
EP9-3
A case of NRAS mutant melanoma arising from a giant congenital melanocytic nevus
（E1-10）
○Jin Sasaki1），Akihiko Yuki1），Sayaka Suzuki1），Anna Nakamura1），
Takeshi Takahashi2），Shun Yamazaki3），Yoshifumi Matsumoto4），Riichiro Abe1）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Niiga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and Dental
Sciences, Niigata1），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Niiga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and Dental Sciences, Niigata2），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Niiga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and
Dental Sciences, Niigata3），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Niiga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and Dental Sciences, Niigata4）

1008

EP9-4
Verrucous venous malformation with eccrine gland：eccrine angiokeratomatous hamartoma
（E1-11）
○Takayuki Suyama1），Yuko Ono2），Megumi Yokoyama1），Tokihiro Nishimura1），
Kazumoto Katagiri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Dokkyo Medical University Saitama Medical Center,
Tsuga1），Department of Pathology, Dokkyo Medical University Saitama Medical
Center, Tsuga2）
EP9-5
Stem cell analysis identifies potentially earliest lesions of acral melanomas
（E1-12）
○Takeshi Namiki1），Sally Eshiba1,2），Yasuaki Mohri2），Takakazu Shibata3），
Daisuke Nanba2），Keiko Miura4），Masaru Tanaka5），Hisashi Uhara6），
Hiroo Yokozeki1），Emi Nishimura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Tokyo1），Division
of Aging and Regeneration,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2），Medical Corporation Shibata Dermatology Clinic, Osaka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Tokyo Medical and Dental University, Tokyo4），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okyo Womenʼs Medical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East, Tokyo5），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Sapporo Medical University, Sapporo6）
EP9-6
A case of basal cell carcinoma of the nail matrix with melanonychia
（E2-10）
○Kana Nishimura1），Hiroshi Kato1），Yukiko Yasui1），Shinji Kano1），Takao Oda2），
Akimichi Morit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goya City University, Nagoya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inan Hospital, Yatomi2）
EP9-7
Spontaneously regressed Merkel cell carcinoma：a case report and summary of our hospital
（E1-13）
○Yuki Sato1），Marika Fukuyama1），Yuki Kobayashi1），Motoshi Sugawara1），
Risa Matsuo1），Taisuke Matsuya1），Mari Kishibe1），Takefumi Saito2），
Motoshi Kinouchi2），Akemi Ishida-Yamamoto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sahikawa Medical University, Asahikaw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Japanese Red Cross Asahikawa Hospital, Asahikawa2）
EP9-8
STING signaling is a positive anti-tumor immune driver against cutaneous T-cell lymphomas
（E2-11）
○Reiko Hara，Yu Sawada，Hikaru Nanamori，Yoko Minokawa，Natsuko Sasaki，
Kayo Yamamoto，Etsuko Okad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Kitakyushu
EP9-9
The immune regulatory prolife analysis in oculocutaneous albinism with amelanotic
（E2-12） melanoma
○Yoko Minokawa，Yu Sawada，Sayaka Sato，Etsuko Okad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Kitakyushu
EP9-10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extramammary Paget disease
（E1-14）
○Takuya Maeda1），Azusa Hiura1），Jiro Uehara2），Koji Yoshino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ic Oncology, The Cancer Institute Hospital of Japanese
Found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Tokyo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ic Oncology,
Tokyo Metropolitan Cancer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Center Komagome Hospital,
Toky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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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9-11
Relapsed/refractory primary cutaneous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leg type
（E2-13）
○Tomoko Tashiro，Hitomi Sugino，Natsuko Saito-Sasaki，Etsuko Okad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Fukuoka

Congenital disease…………………………………………………………………………
EP10-1
Epidermodysplasia verruciformis with a novel TMC8 gene mutation in two siblings
（E1-15）
○Yuko Kuriyama1），Masahito Yasuda1），Shintaro Saito1），Hajime Nakano2），
Akira Shimizu3），Atsushi Tamura4），Sei-ichiro Motegi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Gun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Maebash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irosaki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irosaki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nazawa Medical University,
Kanazawa3），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Isesaki Municipal Hospital, Isesaki4）

Infectious dis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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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1
A case of methotrexate-associated Epstein-Barr-Virus-positive mucocutaneous ulcer
（E2-14）
○Keiko Sakamoto1,2,3），Takeshi Baba4），Hiroaki Takatori5），Keisuke Nagao2），
Junko Misawa3），Tetsuya Hond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amamatsu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amamatsu1），Dermatology Bran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hritis and Musculoskeletal
and Skin Diseas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Bethesda2），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Hamamatsu Medical Center, Hamamatsu3），Department of Pathology,
Hamamatsu Medical Center, Hamamatsu4），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Hamamatsu
Medical Center, Hamamatsu5）
EP11-2
A Case of Mycobacterium Haemophilum Infection Treated Successfully by Combination
（E2-15） Therapy
○Yuki Takehara1），Yuka Eda1），Yoko Imanaka2），Yuji Miyamoto3），Norihisa Ishii3）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Japan Community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Osaka Hospital,
Osaka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Osaka General Medical Center, Osaka2），
Lepros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 Tokyo3）
EP11-3
Analyses of HPV-associated Bowen’s disease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nail
（E1-16）
○Shintaro Saito1），Yuko Kuriyama1），Saki Kanai1），Masahito Yasuda1），
Akira Shimizu1,2），Sei-ichiro Motegi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Gun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Maebash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nazawa Medical University, Kanazawa2）
EP11-4
Creeping Eruption With Infiltration Of Basophils And IL-33-expressing Neutrophils
（E1-17）
○Satoshi Okuno，Takashi Hashimoto，Takahiro Satoh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ollege, Tokorozawa
EP11-5
Three Cases of Alopecia Following COVID-19 Infection and Vaccination
（E2-16）
○Yumiko Sakuragi，Natsuko Saito-Sasaki，Yu Sawada，Etsuko Okad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Un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mental Health,
Kitaky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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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11-6
79 Cases of Scabies at Kesennuma City Hospital
（E1-18）
○Takuya Takahashi，Takahiro Hag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esennuma City Hospital, Kesennuma

Others …………………………………………………………………………………………
EP12-1
A Case of Aquagenic Wrinkling of the Palms
（E1-19）
○Eriko Komatsuda1），Norihisa Ishikawa1），Mai Noto2），Michihiro Kono2）
Division of Dermatology, Omagari Kousei Medical Center, Omagar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Plastic Surgery, Akit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Akita2）
EP12-2
Focal Palmoplantar Keratoderma In A Patient With The KRT6B Mutation
（E1-20）
○Jain Kim1），Yuko Kuriyama1），Saki Kanai1），Yoko Yokoyama1），Masahito Yasuda1），
Yukie Endo1），Reika Kawabata-Iwakawa3），Akira Shimizu1,2），Sei-ichiro Motegi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Gun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Maebash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nazawa Medical University, Kanazawa2），
Division of Intergrated Oncology Research, Gunma University Initiative for Advanced
Research, Maebashi3）
EP12-3
Outcome of Burn Injury in Children：An Analysis of 100 cases in Kyushu University
（E2-17）
○Itsuki Takei，Takamichi Ito，Maho Murata，Taketoshi Ide，Gaku Tsuji，
Makiko Kido-Nakahara，Takeshi Nakahara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A Rare Case of Fatal Panniculitis Caused by Occult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
EP12-4
（E2-18）
○Hiroshi Kasamatsu1,2），Noritaka Oyama2），Yohei Oku3），Genki Inoue3），
Makiko Kimura3），Masataka Kanno3），Takumi Kawakami3），Hajime Ohta3），
Manabu Yoneshima3），Minoru Hasegawa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Municipal Tsuruga Hospital, Fukui1），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ukui, Fukui2），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Municipal Tsuruga Hospital, Tsuruga3）
EP12-5
Acrokeratosis Paraneoplastica（Bazex syndrome）Associated With Small Cell Lung Cancer
（E2-19）
○Tomohiro Miyamura1），Aki Tokuzumi1），Satoshi Fukushima1），Hiroko Machida2），
Kei Muramoto2），Takuro Sakagami2）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and Plastic Surgery, Faculty of Life Sciences, Kumamoto
University, Kumamoto1），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Faculty of Life
Sciences, Kumamoto University, Kumamoto2）
EP12-6
Apoptotic Keratinocytes In Clinically Normal Skin With Enfortumab Vedotin Infusion
（E1-21）
○Kazumasa Oya1），Yoshiyuki Nakamura1），Kazuma Iwamoto1），Hidemi Imai1），
Tomokazu Kimura2），Hiromitsu Negoro2），Hiroyuki Nishiyama2），
Yasuhiro Fujisawa1），Toshifumi Nomura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sukuba, Tsukuba1），
Department of Ur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Graduate School of Comprehensive
Human Science, University of Tsukuba, Tsukuba2）
EP12-7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for Dermatology Graduate Education in Psoriasis
（E2-20）
○Woo Chiao Tay，Hazel H. Oo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National Skin Centre,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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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演題ポスター

ポスター閲覧日時：
6 月 2 日（木） 13 : 00〜18 : 30（発表時間 奇数 16 : 20〜17 : 40）
6 月 3 日（金） 8 : 30〜19 : 00（発表時間 偶数 18 : 30〜19 : 30）
6 月 4 日（土） 8 : 00〜19 : 00
6 月 5 日（日） 8 : 00〜14 : 00
ポスター展示会場：国立京都国際会館 1F ニューホール
※アプリをダウンロード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でご自身の PC やスマートフォンからもご覧いただけます（p. 848）．
WEB・アプリ版デジタルポスター閲覧日時：
6 月 2 日（木） 8 : 30〜6 月 5 日（日） 17 : 00

基礎研究 ………………………………………………………………………………………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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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P1-3
（O1-6）

P1-4

P1-5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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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タンニン成分の皮膚への影響と皮膚残留性について
渡邉 幸夫1）〈わたなべ ゆきお〉
，伊藤 久夫2），東
直行3），近藤 康人4），
川澄 京花1），赤井 真優1），梶原 英香1），中川 美優1），野嶋 佑奈1），澤田 忠信1）
明星大学理工学部生命科学1），株式会社アート2），花小金井ひがし皮ふ科3），
群馬産業技術センター4）
馬ガラクトシルセラミドの角層セラミド合成促進効果とそのメカニズム
五十嵐多美1）〈いがらし たみ〉
，柳
大樹1），八木 政幸1），芋川 玄爾2），
市橋 正光3）
ロゼット株式会社1），宇都宮大学2），アーツ銀座クリニック3）
In vitro ヒトプロテオームを活用した網羅的な自己抗体測定
松田 和樹1）〈まつだ かずき〉
，吉崎
歩1），山口
圭2），福田枝里子3），
奥村 大志2），小川 浩二2），小野 千紘2），乗松 雄大1），小谷 紘史1），久本 晃義1），
川邉瑠璃子1），久住
藍1），深澤 毅倫1），江畑
慧1），尾松
淳1），宮川 卓也1），
吉崎 麻子1），五島 直樹2），佐藤 伸一1）
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
産業総合技術研究所創薬分子プロファイリングセンター2），
産業総合技術研究所細胞分子工学研究部門3）
みかん果皮麹エキス及びその活性成分 4’-デメチルノビレチンの角層セラミド産生促進作用
稲井 孝典1）〈いない たかのり〉
，矢野 有里1），草野 崇一1），佃
義洋1），
寺澤 周子2），岩本 千恵2），芋川 玄爾2）
富士産業株式会社1），宇都宮大学バイオサイエンス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
4’-デメチルノビレチン高含有みかん果皮麹エキスによるシワ改善効果
大谷 敦子1）〈おおたに あつこ〉
，稲井 孝典1），草野 崇一1），佃
義洋1），
芋川 玄爾2）
富士産業株式会社1），宇都宮大学バイオサイエンス教育研究センター2）
デルゴシチニブ軟膏の皮膚吸収メカニズムの検討
小寺 真央1）〈こでら まお〉
，水野 成裕2），近藤
隆2），原
義典2），土井雅津代1）
鳥居薬品株式会社1），日本たばこ産業株式会社2）

P1-7

P1-8
（O1-3）

P1-9
（O1-2）

P1-10

P1-11

P1-12

P1-13

P1-14
（O1-7）

P1-15

P1-16
（O1-4）

皮膚水輸送タンパク質「アクアポリン 3」の発現に及ぼす隈笹エキスの影響
五十嵐信智1）〈いからし のぶとも〉
，吉田涼太郎1），金子 未歩1），藤澤 泉美1），
清2），亀井 淳三1,3），細江 智夫1,4）
福田 夏子1），今 理紗子1），酒井 寛泰1），杉山
星薬科大学生体分子薬理学研究室1），星薬科大学食品動態学研究室2），
順天堂大学健康総合科学先端研究機構3），星薬科大学生物制御科学研究室4）
抗がん剤エルロチニブによる皮膚乾燥メカニズムの解析
渡部 智文1）〈わたなべ ともふみ〉
，金子 未歩1），今 理紗子1），酒井 寛泰1），
亀井 淳三2），五十嵐信智1）
星薬科大学生体分子薬理学研究室1），順天堂大学健康総合科学先端研究機構2）
高脂血症・肥満が乾癬モデルマウスに及ぼす影響の検討
池田 賢太1）〈いけだ けんた〉
，向井 知之2,3），赤木 貴彦3），浅野 澄恵3），
金藤 秀明4），守田 吉孝3），森実
真1）
岡山大学大学院医歯薬学総合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1），川崎医科大学免疫学2），
川崎医科大学リウマチ・膠原病学3），川崎医科大学糖尿病・代謝・内分泌内科学4）
ホエイによるメラニン産生抑制作用とそのメカニズムの解析
西中 ゆい1）〈にしなか ゆい〉
，吉田涼太郎1），河合 晴加1），篠崎 優衣1），
今 理紗子1），酒井 寛泰1），細江 智夫1,2），畑中 美咲3），五十嵐信智1）
星薬科大学生体分子薬理学研究室1），星薬科大学生物制御科学研究室2），
アサヒグループ食品株式会社3）
心理的ストレスホルモン「アドレナリン」と神経成長因子「NGF」による
メラニン合成への影響
田中 千智〈たなか ちさと〉
，青野
栞，小田 彩水，稲川 大地，前橋万里子
株式会社シーボン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の増悪に対する高脂肪食の影響
吉田涼太郎1）〈よしだ りょうたろう〉
，紫関真璃奈1），篠崎 優衣1），田端 慶斗1），
今 理紗子1），酒井 寛泰1），細江 智夫1,2），五十嵐信智1）
星薬科大学生体分子薬理学研究室1），星薬科大学生物制御科学研究室2）
尋常性ざ瘡症状に対する抗炎症成分配合基礎化粧品の有用性及び安全性の検証
堀部祐布美1）〈ほりべ ゆうみ〉
，池田麻里子1），泉
瑠名1），鈴木 民恵1），
高橋 美咲2），福田 英嗣2）
株式会社ファンケル総合研究所1），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橋病院皮膚科2）
尋常性ざ瘡の再発における角層中 NGAL 量の調査およびトラネキサム酸の効果
池田麻里子1）〈いけだ まりこ〉
，西澤 志乃1），近藤 慎也1），吉野
崇1），
櫻井 哲人1），福田 英嗣2）
株式会社ファンケル総合研究所1），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橋病院皮膚科2）
慢性蕁麻疹患者の好塩基球活性化における C5a の役割
松原 大樹1）〈まつばら だいき〉
，柳瀬 雄輝2），内田 一恵1），川口 智子1），
高萩 俊輔1），田中 暁生1），秀
道広3）
広島大学大学院医系科学研究科皮膚科学1），
広島大学大学院医系科学研究科治療薬効学2），広島市民病院3）
高濃度トレハロースを用いた新規自家細胞由来 3 次元培養皮膚シート作製法開発
武藤
潤1）〈むとう じゅん〉
，福田 信治2），渡邊 健司3），水上 洋一3），
佐山 浩二1）
愛媛大学皮膚科1），愛知学院大学歯学部生化学講座2），
山口大学大学研究推進機構総合科学実験センター3）

1013

プポ
ス
ロタ
グー
ラ演
ム題

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治療ガイドライン………………………………
P2-1

種痘様水疱症リンパ増殖異常症と重症蚊刺アレルギー：診断基準と用語の再定義
平井 陽至1）〈ひらい ようじ〉
，浅田 秀夫2），濱田 利久3），岩月 啓氏4,5），
川田 潤一6），木村
宏7）
1）
岡山大学皮膚科 ，奈良医科大学皮膚科2），国際医療福祉大学成田病院皮膚科3），
福島労災皮膚科4），藤田医科大学岡崎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5），名古屋大学小児科6），
名古屋大学ウイルス学7）

Quality of Life（QOL） ……………………………………………………………………
P3-1
UPLIFT survey：皮疹限局型の日本人尋常性乾癬患者におけるアンメットメディカルニーズ
（O15-5）
鳥居 秀嗣1）〈とりい ひでし〉
，岸本 暢将2），田中 将之3），野口 英久3），
Siddharth Chaudhari3）
東京山手メディカルセンター皮膚科1），杏林大学医学部リウマチ膠原病内科2），
アムジェン株式会社3）
P3-2
日本人遺伝性血管性浮腫患者における疾患負担と健康状態の定量化：
（O15-6） 患者報告アウトカム研究
岸本 美和1）〈きしもと みわ〉
，秀
道広2,3），小寺 一平1），黄
章徳1），
井上 陽一1），明山 武嗣4），山本ベバリーアン5），能登 真一6）
武田薬品ジャパンメディカルオフィス1），広島市民病院皮膚科2），
広島大学病院皮膚科3），IQVIAソリューションズジャパン4），NPO法人HAEJ5），
新潟医療福祉大学医療経済・QOL研究センター6）
P3-3
乾癬，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
蕁麻疹の日本人患者における労働生産性および QoL 障害の現状
1）
本間
大 〈ほんま まさる〉
，井川 哲子1），林
圭1），木村 修一2），
高橋 英俊3）
旭川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1），日本イーライリリー株式会社2），高木皮膚科診療所3）
P3-4
皮膚洗浄剤連用による肌の保湿効果及び痒み抑制効果の検証
鈴木 律裕〈すずき みちひろ〉
，平山 愛里，二宮 幸治，古賀丈一朗
ライオン株式会社研究開発本部ビューティケ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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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断法・皮膚検査法（ダーモスコピーを含む） …………………………………………
P4-1

P4-2
（O1-8）

皮下腫瘤の超音波所見の検討
正畠 千夏1）〈しょうばたけ ちなつ〉，平井都始子2），小川 浩平1），浅田 秀夫1）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学教室1），奈良県立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総合画像診断センター2）
口唇メラノーシスのダーモスコピー所見に関する検討
石井 貴之〈いしい たかゆき〉
，藤井
皓，八田 尚人
富山県立中央病院皮膚科

皮膚病理組織学 ………………………………………………………………………………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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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chogenic cyst の 1 例
北嶋 友紀〈きたじま ゆき〉
，大西早百合，花本 眞未，四十万谷貴子，
寺井沙也加，中丸
聖，槇村
馨，清原 隆宏
関西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P5-2

外陰部に生じた trichogerminoma の 1 例
鈴木紗也佳1）〈すずき さやか〉
，安齋
理1），中村 杏奈1），土田 裕子1），
Alexey Annenkov2），大橋 瑠子2,3），児玉 省二4），阿部由紀子5），阿部理一郎1）
新潟大学皮膚科学分野1），新潟大学臨床病理学分野2），
新潟大学病理組織標本センター3），新潟南病院産婦人科4），新潟南病院皮膚科5）
P5-3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で経験した Interstitial granulomatous dermatitis（IGD）7 例の
（O11-2） まとめ
猪狩 翔平〈いがり しょうへい〉
，石川 真郷，森
龍彦，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

治療薬・治療法 ………………………………………………………………………………
P6-1
乾癬患者での乾癬性関節炎の有無と Ixekizumab の有効性及び安全性：UNCOVER 試験
（O15-1） 5 年間の結果
，F. Merola Joseph2），Bolce Rebecca3），
馬渕 智生1）〈まぶち ともたか〉
3）
3）
See Kyoungah ，花田 孝雄 ，森崎 洋二3），Gottlieb Alice B.4）
東海大学医学部専門診療学系皮膚科学1），Harvard Medical School2），Eli Lilly ＆ Co3），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4）
P6-2
尋常性乾癬患者の労働生産性に対するセルトリズマブペゴルの効果
Diamant Thaci1），五十嵐敦之2），Jerry Bagel3），Jola Weglowska4），Vincent Piguet5），
Nicola Tilt6），Pinto Jose Manuel Lopez6），Sandeep Kiri6），Alice B Gottlieb7）
University of Lubeck1），NTT東日本関東病院皮膚科2），
Psoriasis Treatment Center of Central New Jersey3），
Niepubliczny Zaklad Opieki Zdrowotnej multiMedica4），University of Toronto5），
UCB Pharma6），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7）
P6-3
当院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流行時の炎症性皮膚疾患に対する生物学的製剤
（O15-7） 使用状況
角 総一郎〈かど そういちろう〉
，神谷 浩二，岸本 恵美，前川 武雄，
桑原
理，菅井 順一，小宮根真弓，大槻マミ太郎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
P6-4
3D プリンタを用いた水道水イオントフォレーシス用トレイ/電極作成の試み
池田
勇〈いけだ いさむ〉
社会保険大牟田天領病院
P6-5
尋常性乾癬に対する Bimekizumab の有効性と安全性：BE RADIANT 試験
（O15-2）
山中 恵一1）〈やまなか けいいち〉
，Bruce Strober2,3），Carle Paul4），
Andrew Blauvelt5），Diamant Thai6），Boni Elewski7），Katy White8），
Veerle Vanvoorden8），Delphine Deherder8），Kilian Eyerich9）
三重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Yale University2），
Central Connecticut Dermatology Research3），Toulouse University and CHU4），
Oregon Medical Research Center5），University of Lubeck6），
University Hospitals of Cleveland7），UCB Pharma8），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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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6

尋常性乾癬に対する Bimekizumab と Secukinumab の有効性：BE RADIANT 試験サブグ
ループ解析
Andrew Blauvelt1），本間
大2），Lars Iversen3），Sandy McBride4），
Melinda Gooderham5），Petra Staubach-Renz6），Paul Yamauchi7），Fabienne Staelens8），
Veerle Vanvoorden8），Paolo Gisondi9）
Oregon Medical Research Center1），旭川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2），
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3），Royal Free London NHS Foundation Trust4），
Probity Medical Research5），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of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6），
Dermatology Institute and Skin Care Center7），UCB Pharma8），University of Verona9）
P6-7
Bimekizumab の尋常性乾癬に対する有効性：ネットワークメタアナリシス
April Armstrong1），多田 弥生2），Kristian Reich3），Richard Warren4），
Vanessa Taieb5），Kyle Fahrbach6），Patricia Kazmierska6），Marissa Betts5），
Binod Neupane5），Kenneth Gordon7）
Keck School of Medicine1），帝京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2），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3），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4），
UCB Pharma5），Evidera6），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7）
P6-8
尋常性乾癬に対する Bimekizumab の安全性：第 2，3 相試験の併合解析（2 年間）
（O15-3）
阿部名美子1）〈あべ なみこ〉
，Kristian Reich2），Mona Stahle3），大久保ゆかり1），
Linda Stein Gold4），F. Merola Joseph5），Luke Peterson6），Krista Wixted6），
Nancy Cross6），Richard Langley7）
東京医科大学皮膚科学分野1），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mburg-Eppendorf 2），
Karolinska Institutet3），Henry Ford Health System4），Harvard Medical School5），
UCB Pharma6），Dalhousie University7）
P6-9
日本，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妊娠可能年齢女性乾癬患者の診療：医師・患者調査から
（O15-4）
山口 由衣1）〈やまぐち ゆきえ〉
，Bartosz Lukowski2），Alfred Lanzafame2），
Annika Smith3）
横浜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環境免疫病態皮膚科学1），UCB Pharma2），
University of Sydney3）
P6-10
再発性性器ヘルペスに対する Amenamevir による早期短期治療試験結果の報告
今福 信一1）〈いまふく しんいち〉
，駒嵜
弘2），藤尾 公輔2），川島
眞3）
福岡大学皮膚科1），マルホ株式会社2），東京女子医科大学3）
P6-11
再発性口唇ヘルペスに対する Amenamevir による早期短期治療試験結果の報告
渡辺 大輔1）〈わたなべ だいすけ〉
，駒嵜
弘2），藤尾 公輔2），川島
眞3）
1）
2）
3）
愛知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 ，マルホ株式会社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
P6-12
スニチニブによる手足皮膚反応の予防に対する Amitose-DGA 含有クリームの第 1/2 相試験
山本 和宏1）〈やまもと かずひろ〉
，西山 智司2），国定
充2），五百蔵武士1），
飯田 真之1），伊藤 雄大1），槇本 博雄1），原田 健一3），錦織千佳子2），矢野 育子1）
神戸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薬剤部1），神戸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2），
神戸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腎泌尿器科学分野3）
P6-13
尋常性ざ瘡患者を対象とした過酸化ベンゾイルローション 2.5％ の臨床試験成績
林
伸和1）〈はやし のぶかず〉
，高岡伊三夫2）
虎の門病院皮膚科1），マルホ株式会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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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4
遺伝性血管性浮腫の発作に対するベロトラスタット国内および海外試験の併合解析
（O15-8）
高村さおり1）〈たかむら さおり〉
，小林 聡子2），Desai Bhavisha3），Tomita Dianne3），
Collis Phil3），藤岡 正樹2），福田 知雄1），R. Lumry William4），Zuraw Bruce5），
秀
道広6）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鳥居薬品2），BioCryst3），
Allergy ＆ Asthma Specialists of Dallas4），UC San Diego Health5），
広島市立広島市民病院皮膚科6）
P6-15
乳房外パジェット病におけるアンドロゲン受容体の発現解析と抗アンドロゲン療法の
可能性
中村 善雄1）〈なかむら よしお〉
，水上 早瀬2），藏本 純子3），齋藤 泰子1），
小林 研太1），平井 郁子1），種瀬 啓士1），天谷 雅行1），滝本 哲也2），舩越
建1）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JSR株式会社2），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病理診断科3）
P6-16
ステロイドパルス療法を契機に自己免疫性肝炎を発症したびまん性脱毛の 1 例
（O6-3）
田井 志正〈たい ゆきまさ〉
，塩入 桃子，長尾
愛，望月 亮佐，中村 文香，
小倉香奈子，長野
徹
神戸市立医療センター中央市民病院皮膚科

皮膚外科・リンパ節郭清法・センチネルリンパ節生検 …………………………………
P7-1

P7-2

脊髄髄膜瘤形成術において瘤被膜を皮弁挙上部の植皮に用い皮膚再建した 2 例
樽美佐央里〈たるみ さおり〉，渡邉 千夏，緒方 亜紀，加口 敦士
熊本市民病院皮膚科
皮膚科における顕微鏡外来手術
今山 修平1）〈いまやま しゅうへい〉
，柴田 佳子2），河崎 玲子3），權藤 知聡4）
1）
今山修平クリニック＆ラボ ，柴田佳子クリニック2），河崎医院3），ちさと皮ふ科4）

皮膚炎・湿疹 …………………………………………………………………………………
P8-1
（O3-5）
P8-2
（O4-3）
P8-3
（O4-6）

P8-4
（O4-7）

デュピルマブによる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の治療効果の層別化と医療 AI モデルの構築
芦崎 晃一1,2）〈あしざき こういち〉
，石川 哲朗2），野村 有子1）
野村皮膚科医院1），理化学研究所情報統合本部先端データサイエンスプロジェクト2）
Transient neonatal zinc deficiency（TNZD）の 1 例
宮川真梨江〈みやがわ まりえ〉，内山 明彦，渋沢 弥生，茂木精一郎
群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当科におけるアトピー性皮膚炎 24 例に対するデュピルマブの有効性の検討
青木 孝司〈あおき こうじ〉
，下田由莉江，佐藤 洋平，木下 美咲，倉田麻衣子，
大山
学，水川 良子
杏林大学皮膚科学教室
留置外套針によるアレルギー性接触皮膚炎の 1 例
森㟢 仁美1）〈もりさき ひとみ〉
，竹中
基1），里見 直義2），松本
舞1），
村山 直也1），田原麻衣子3），河上 強志3），五十嵐良明3），室田 浩之1）
長崎大学病院皮膚科・アレルギー科1），諫早総合病院皮膚科2），
国立医薬品食品衛生研究所生活衛生化学部3）

1017

プポ
ス
ロタ
グー
ラ演
ム題

P8-5
（O3-6）

P8-6
（O3-2）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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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10
（O4-8）

P8-11
（O3-1）

P8-12
（O1-5）

P8-13

P8-14
（O3-8）

1018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を対象としたトラロキヌマブ ECZTEND オープンラベル試験の 2 年
の結果
小宮根真弓〈こみね まゆみ〉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を対象としたトラロキヌマブ第 3 相プラセボ対照試験の
微生物多様性の結果
井川
健〈いがわ けん〉
獨協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
ステロイド誘発マウス耳介菲薄化モデルに対するデルゴシチニブ軟膏の検討
北島 裕之〈きたじま ひろゆき〉
，松原 弘季，小寺 真央，土井雅津代
鳥居薬品株式会社
強皮症様の皮膚症状を呈した重症接触皮膚炎の 1 例
魚住 知美〈うおずみ ともみ〉
，帆足 俊彦，船坂 陽子，佐伯 秀久
日本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学教室
イソチアゾリノン系防腐剤の成分パッチテストについての検討
飯島 茂子1）〈いいじま しげるこ〉
，村山 佳代1），高山 典子1），沼田
充2），
佐々木和実2）
はなみずきクリニック1），製品評価技術基盤機構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センター2）
クロタミトンによる皮膚潰瘍を形成した 2 例
半田 稔也1）〈はんだ としや〉
，神谷 崇文1），箕輪 智幸1），菅
裕司1），
肥田 時征1），澄川 靖之1,2），宇原
久1）
札幌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1），すみかわ皮膚科アレルギークリニック2）
全国のレセプトデータを用いたアトピー性皮膚炎症状の変化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
山中 菜詩1）〈やまなか なうた〉
，遠藤 史博2），田中
貴2），川瀬善一郎3），
4）
1）
1）
成定 明彦 ，梅村 朋弘 ，鈴木 孝太
愛知医科大学医学部衛生学講座1），株式会社JMDC2），一般財団法人日本気象協会3），
愛知医科大学医学部産業保健科学センター4）
抗 IL-13 抗体製剤トラロキヌマブはアトピー性皮膚炎皮膚のヒト自然リンパ球を減少させる
小亀 敏明1）〈こがめ としあき〉
，米倉
慧1），Paola Lovato2），Mads A Røpke2），
椛島 健治1）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1），LEO Pharma A/S2）
デュピルマブ投与中に生じた乾癬様皮疹に対しバリシチニブを導入した 1 例
木下 祐岐〈きのした ゆき〉
，今西 久幹，大霜 智子，鶴田 大輔
大阪公立大学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するバリシチニブと TCS 併用による痒み及び EASI 改善の
DLQI 改善への寄与
板倉 仁枝1）〈いたくら ひとえ〉
，Sonja Stander2），Jonathan Silverberg3），
Pedro Herranz4），Maria Jose Rueda5），Evangeline Pierce5），Luna Sun5），
Zhongkai Wang5），Thomas Bieber6）
日本イーライリリー1），Univ Hosp Munster2），George Washington Univ3），
La Paz Hosp4），Eli Lilly and Company5），Univ of Bonn6）

P8-15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の QOL の改善を目指した睡眠・掻破モニタとモバイルアプリの開発
安田 健一1）〈やすだ けんいち〉
，近藤栄太郎2），木暮 貴政2），石氏 陽三1），
太田 有史3），伊藤 寿啓4），遠藤 幸紀5），江畑 俊哉6），朝比奈昭彦1）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1），
パラマウントベッド株式会社パラマウントベッド睡眠研究所2），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附属第三病院皮膚科3），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葛飾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4），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附属柏病院皮膚科5），ちとふな皮膚科クリニック6）
P8-16
院内看護師におけるスキンバリア機能と手湿疹の要因：単施設横断研究
中野 敏明1）〈なかの としあき〉
，新井
達1），藤村 響男2），米倉 佑貴3）
聖路加国際病院皮膚科1），北里大学大学院医療系研究科2），
聖路加国際大学大学院看護学研究科3）
P8-17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でのウパダシチニブの有効性：患者背景に基づく部分集団解析
（O3-7）
加藤 則人1）〈かとう のりと〉
，ガメリ エイミー2），リウ インイー2），竹本 俊也3）
京都府立大学皮膚科1），アッヴィ米2），アッヴィGK3）
P8-18
バリシチニブ単剤又は TCS 併用での頭頸部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おける評価
（BREEZE-AD1/2/4/7）
乃村 俊史1）〈のむら としふみ〉
，Peter Lio2），Eric Simpson3），Yun-Fei Chen4），
Andrea Schloebe4），花田 孝雄5），Robert Bissonnette6），Carle Paul7）
筑波大学1），Northwestern Univ2），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3），
Eli Lilly and Company4），日本イーライリリー5），Innovaderm Research6），
Paul Sabatier Univ7）
P8-19
デユピルマブを 1 年以上投与した後中止した症例のまとめ
鈴木加余子1）〈すずき かよこ〉
，二村 恭子1），松永佳世子2），矢上 晶子1）
藤田医科大学ばんたね病院総合アレルギー科1），
藤田医科大学医学部アレルギー疾患対策医療学2）
P8-20
好塩基球浸潤による成人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層別化の検討
（O4-1）
長島 夏実1）〈ながしま なつみ〉
，宇賀神つかさ1），三宅 健介2），烏山
一2），
並木
剛1）
東京医科歯科大学皮膚科学分野1），東京医科歯科大学高等研究院2）
P8-21
アトピー性脊髄炎を発症した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して JAK 阻害薬を導入した 1 例
村上めぐみ1）〈むらかみ めぐみ〉
，野田 智子2），坂井田惠利1），磯部里香子1），
澤
美麗1），花井有里子1），満間 照之1）
一宮市立市民病院皮膚科1），一宮市立市民病院脳神経内科2）
P8-22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およびその養育者の就労・就学に与える影響の調査
（O4-5）
大堀 侑紀〈おおほり ゆき〉
，峠岡 理沙，益田 浩司，加藤 則人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皮膚科
P8-23
ステロイド外用で眼圧上昇をきたした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しデュピルマブで治療した 2 例
天貝まゆ子1）〈あまがい まゆこ〉
，高橋 隼也1），小澤 麻紀1），千葉 広夢1），
千葉 倫子1），赤井 紗彩1），神林 由美1），山﨑 研志1），小澤 宏明2），浅野 善英1）
東北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東照宮駅前皮ふ科クリニッ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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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24
（O3-3）

中等症から重症の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するアブロシチニブの安全性：
日本人集団における解析結果
伊藤 友章1）〈いとう とものぶ〉
，大久保ゆかり1），片岡 葉子2），Eric L. Simpson3），
Hernan Valdez4），Susan Johnson4），藤田 華世5），吉田 瑞樹5），廣瀬 智弘4），
中村 洸樹4）
東京医科大学病院1），大阪はびきの医療センター2），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3），ファイザー4），ファイザーR＆D合同会社5）
P8-25
デュピルマブ治療中に頭髪の変化がみられた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の 3 例
堀江 琴音〈ほりえ ことね〉
，勝田 倫江，石氏 陽三，朝比奈昭彦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学講座
P8-26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する Dupilumab の長期単剤治療（SOLO-CONTINUE）
：
（O3-4） 患者報告アウトカムへの影響
三井
広1）〈みつい ひろし〉
，EL Simpson2），LA Beck3），JI Silverberg4），
C Ferrándiz5），JP Lacour6），H Zhang7），Z Wang7），有馬 和彦8），AB Rossi8）
山梨大学1），オレゴン健康科学大学2），ロチェスター大学3），ジョージワシントン大学4），
バルセロナ自治大学5），ニース大学6），リジェネロン7），サノフィ8）
P8-27
中等症から重症の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における睡眠と瘙痒への Dupilumab の影響
（DUPISTAD 試験）
紀氏 優子1）〈きし ゆうこ〉
，JF Merola2），AS Chiou3），E During3），P Foley4），
藤田 浩之1），M Ardeleanu5），J Wu6），ZE Ozturk6）
4）
サノフィ1），Harvard Univ.2），Stanford Univ.3），皮膚健康研究所（豪）
，Regeneron5），
Sanofi Genzyme6）
P8-28
青年・成人の中等症から重症の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おける Dupilumab による
（O4-2） 皮膚バリア機能の改善
縄田 寿克1）〈なわた ひさかつ〉
，E Berdyshev2），E Goleva2），R Bissonnette3），
P Jurvilliers1），I Agueusop1），A Praestgaard1），M Dillon4），AB Rossi1），A Zhang1）
サノフィ1），National Jewish Health2），Innovaderm Research3），リジェネロン4）
P8-29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に対する Dupilumab の特定使用成績調査：中間解析第三報
（労働生産性
への影響）
藤田 浩之1）〈ふじた ひろゆき〉
，鈴木 勝久1），有馬 和彦1），佐伯 秀久2）
Sanofi1），日本医科大学2）
P8-30
化粧品に含まれるピロ亜硫酸ナトリウムによる接触皮膚炎
川口純之介1）〈かわぐち じゅんのすけ〉
，角田 孝彦1），佐藤 文子2）
山形市立病院済生館皮膚科1），もんま内科皮ふ科医院2）
P8-31
市販のシャンプーに含まれたポリクオタニウム-10 による接触皮膚炎の 1 例
三村 慶子1）〈みむら のりこ〉
，中尾 恵美1），齋藤 里穂1），茂木いづみ1），
高橋 沙希1），福田 香織2），松永佳世子3），池田 信昭1）
横浜市立大学附属市民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日本大通りまま皮膚科2），
藤田医科大学アレルギー疾患対策医療学3）
P8-32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の国際共同長期観察研究
（GLOBOSTAD）
：登録時患者背景について
1）
2）
片岡 葉子 〈かたおか ようこ〉
，P Calzavara-Pinton ，G Holzer3,4），CY Chu5,6），
SM Ferrucci7），M Ardeleanu8），有馬 和彦9），D Richman9）
大阪はびきの医療センター1），ブレシア大学2），ウィーン医科大学3），
SMZ-Ostドナウ病院4），国立台湾大学病院5），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部6），
ポリクリニコミラン7），リジェネロン8），サノフ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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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33

日本人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における ADCT のスコア特性
中原 剛士1）〈なかはら たけし〉
，有馬 和彦2），藤田 浩之2）
九州大学1），サノフィ2）

蕁麻疹 …………………………………………………………………………………………
P9-1
（O5-4）

P9-2

P9-3
（O5-6）

P9-4

P9-5
（O5-5）

P9-6
（O5-1）

オマリズマブ治療歴のある慢性特発性蕁麻疹患者におけるリゲリズマブの有効性
秀
道広1）〈ひで みちひろ〉
，Karl Sitz2），Gordon Sussman2），Martin Metz2），
Marcus Maurer2），Nathalie Barbier2），Eva Hua2），Reinhold Janocha2），
Thomas Severin2）
広島市立広島市民病院1），Ligelizumab study team2）
慢性特発性蕁麻疹患者におけるリゲリズマブ再投与による膨疹及びそう痒の完全消失
五十嵐敦之1）〈いがらし あつゆき〉
，Martin Metz2），Diane R. Baker2），
Chia-Yu Chu2），Inna Danilycheva2），Eva Hua2），Avantika Barve2），
Kenneth Kobayashi2），Reinhold Janocha2），Thomas Severin2）
NTT東日本関東病院1），Ligelizumab study team2）
慢性特発性蕁麻疹患者のリゲリズマブ治療反応性に影響を与えるベースライン特性の解析
福永
淳1,2）〈ふくなが あつし〉
，Marcus Maurer3），Ana Gimenez-Arnau3），
Gordon Sussmann3），Weily Soong3），Jonathan A Bernstein3），Eva Hua3），Tian Liu3），
Avantika Barve3），Thomas Severin3）
神戸大学1），大阪医科薬科大学2），Ligelizumab study team3）
中等度から重度の慢性特発性蕁麻疹患者のリゲリズマブ第 IIb 相コア試験における症状の
完全消失
高萩 俊輔1）〈たかはぎ しゅんすけ〉
，Jonathan A Bernstein2），Marcus Maurer2），
2）
2）
Ana Gimenez-Arnau ，Weily Soong ，Karl Sitz2），Eva Hua2），Nathalie Barbier2），
Avantika Barve2），Thomas Severin2）
広島大学1），Ligelizumab study team2）
遺伝性血管性浮腫の 3 家系
森下ナオミ1）〈もりした なおみ〉
，中澤 慎介1），藤山 俊晴1），伊藤 泰介1），
本田 哲也1），橋村 知波2），堀内 孝彦3）
浜松医科大学皮膚科1），国立病院機構九州医療センター臨床研究センター2），
九州大学別府病院免疫・血液・代謝内科3）
可溶性フィブリン測定が血栓症との鑑別に有用と考えられた D-dimer 上昇を伴う
急性蕁麻疹
古村 尚士〈こむら たかし〉
，福代 通人，飛田 礼子，上野 彩夏，千貫 祐子
島根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薬疹 ……………………………………………………………………………………………
P10-1

発症後早期に DKA を合併，ショック，心筋障害を続発し，保存加療を行った非典型 DIHS
の1例
小林 由季1）〈こばやし ゆき〉
，足立 剛也1,4,5），新川 宏樹1），南方 友吾2），
矢島
賢3），稲積とよこ1）
国家公務員共済組合連合会立川病院皮膚科1），同循環器内科2），
同糖尿病・内分泌代謝内科3），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大学院4），
慶應義塾大学殿町先端研究教育連携スクエ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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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
粘膜症状のみを呈した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SJS）の 1 例
（O16-6）
石川 優人〈いしかわ ゆうと〉
，安島さやか，橋爪 秀夫
磐田市立総合病院皮膚科
P10-3
アンケートに基づいた当院医療従事者への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 1 回目から 3 回目接種
副反応の検討
北尾 陸将〈きたお りくま〉
，足立 厚子，横山 大輔，原田 朋佳，増田 泰之
兵庫県立加古川医療センター
P10-4
甲状腺上に限局して生じたヨード疹
堤
玲子〈つつみ れいこ〉
，吉田 雄一，後藤 寛之，山元
修
鳥取大学皮膚科
P10-5
抗 PD-1 抗体が誘因と考えられた Lichen Planus Pemphigoides の 2 例
（O10-8）
小林 英資1）〈こばやし えいすけ〉
，下田由莉江1），青木 孝司1），成田 陽子1），
鹿島 眞人2），水川 良子1），大山
学1）
杏林大学皮膚科1），きこころ皮フ科2）
P10-6
サワシリンが被疑薬として考えられた薬剤過敏症症候群の 1 例
寄田 理紗〈よりた りさ〉
，間中 結香，中野小百合，伊藤 寿啓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葛飾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P10-7
潰瘍性大腸炎に対してベドリズマブ投与中の女児に生じた乾癬様皮疹の 1 例
土屋茉里絵1）〈つちや まりえ〉
，橋本 玲奈1），新井 勝大2），吉田 和恵1）
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小児外科系専門診療部皮膚科1），
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小児内科系専門診療部消化器科2）
P10-8
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における ICI による irAE の 8 例
石元 未紗1）〈いしもと みさ〉
，向井みれ以1），楠谷
尚1），今西 明子1），
前川 直輝1），深井 和吉1），駄賀 晴子2），石井 真美3），奥野 高裕3），中尾 將彦4）
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腫瘍内科2），
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3），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薬剤部4）
P10-9
ST 合剤による薬剤性過敏症症候群（DIHS）加療中に化膿性脊椎炎を生じた 1 例
内田 千恵〈うちだ ちえ〉
，小笹 静佳，岩本雄太郎，渡邊 京子
湘南藤沢徳州会病院
P10-10
COVID19mRNA ワクチン接種後に出現した遷延性掻痒性紅斑：真皮血管にスパイク蛋白
（O16-4） を検出した 1 例
加瀬 美咲1）〈かせ みさき〉
，青山由貴子1），中島 英貴1），和田 えみ2），佐野 栄紀1）
高知大学1），わだ眼科皮膚科2）
P10-11
臍帯血移植後に発症した急性 GVHD・TEN 型を疑った 1 症例
角沖 史野1）〈すみおき あやの〉
，齊藤華奈実1），梅木真由子1），後藤 瑞生1），
高野久仁子2），西田 陽登3），斎藤 勇輝4），濱
菜摘4），阿部理一郎4），波多野 豊1）
大分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大分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血液内科2），
大分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病理部3），
新潟大学大学院医歯学総合研究科分子細胞医学専攻細胞機能講座皮膚科学分野4）
P10-12
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に関連する皮膚症状の当科経験症例のまとめ
（O16-7）
香川 奈菜〈かがわ なな〉
，西垣 綾子，山本 凛子，松尾 彩子，中嶋 千紗，
加藤麻衣子，大磯 直毅，大塚 篤司
近畿大学病院皮膚科
P10-13
ダブラフェニブ/トラメチニブ併用療法により結節性紅斑様皮疹を呈した血管炎の 1 例
（O7-7）
松田真由子〈まつだ まゆこ〉，中島 英貴，山本真有子，中島喜美子，佐野 栄紀
高知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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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4

P10-15

P10-16
（O16-8）
P10-17
（O16-1）
P10-18

P10-19

P10-20

P10-21
（O16-2）

P10-22
（O16-3）

P10-23

P10-24
（O16-5）

P10-25

急性前骨髄球性白血病に対する化学療法中に発症した中毒性表皮壊死症の 1 例
軽部 大希1,2）〈かるべ だいき〉
，小林由起子1,2），杉原 夏子1,2），小宮根真弓2），
大槻マミ太郎2），増田 義洋3），小倉 崇以4）
済生会宇都宮病院皮膚科1），自治医科大学2），済生会宇都宮病院血液・リウマチ科3），
済生会宇都宮病院救急・集中治療科4）
ベバシズマブによる面皰型薬疹
黒川 一郎1）〈くろかわ いちろう〉
，相原
司2），柳
秀憲2）
明和病院皮膚科1），明和病院外科2）
イオヘキソールによる急性汎発性発疹性膿疱症の 1 例
渡辺
舞〈わたなべ まい〉
，土橋 人士，松田 晃徳，池田 志斈
順天堂大学
当科において経験した免疫チェックポイント阻害薬に伴う皮膚 irAE 114 例の臨床的検討
入江 絹子〈いりえ きぬこ〉
，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SJS）の治療中に口唇びらんの増悪を来した症例
宮本 鈴加1）〈みやもと すずか〉
，西川美都子2），楠本 百加3），小川 浩平1），
宮川
史1），新熊
悟1），浅田 秀夫1）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1），大和高田市立病院皮膚科2），市立奈良病院皮膚科3）
IgA 欠損症患者に発症した中毒性表皮壊死症の 1 例
吉田 康幸1）〈よしだ やすゆき〉
，辻
慶明1），加畑 雄大1），田邊
毅2），
八木 洋輔3）
福井赤十字病院皮膚科1），福井赤十字病院麻酔科2），大阪赤十字病院皮膚科3）
アモキシシリン，ミノサイクリンで薬疹をきたした梅毒の 1 例
前島 真帆1）〈まえじま まほ〉
，井渕 善聖1），山崎 香里1），片山 博貴1），
2）
1）
伊東 慶悟 ，長田 真一
日本医科大学多摩永山病院皮膚科1），日本医科大学武蔵小杉病院皮膚科2）
当院でのアパルタミド投与 46 例の検討
長尾
愛〈ながお めぐみ〉
，塩入 桃子，望月 亮佐，田井 志正，小倉香奈子，
長野
徹
神戸市立医療センター中央市民病院
前立腺がん患者に高頻度に生じるアパルタミドによる薬疹の発症リスク因子の解析
平福啓一伍1）〈ひらふく けいご〉
，勝田 倫江1），延山 嘉眞1），木村 高弘2），
朝比奈昭彦1）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1），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泌尿器科学講座2）
アパルタミドによる中毒性表皮壊死症
大澤 香奈1,2）〈おおさわ かな〉
，坂井 柚季1），翠川 央高1），白井 拓史1），
佐野
佑1），木庭 幸子1），奥山 隆平1）
信州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長野赤十字病院皮膚科2）
薬疹患者における DLST の陽性率に影響する因子の検討
鈴木 華織〈すずき かおり〉
，渡邉 裕子，高村 直子，今井 紗綾，浅見 美穂，
菊地 彩音，渡邊 友也，山口 由衣
横浜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環境免疫病態皮膚科学
DLST が陽性であったデュピクセントによる薬疹の 1 例
松崎 大幸〈まつざき ひろゆき〉
，石氏 陽三，出来尾 格，勝田 倫江，
延山 嘉眞，朝比奈昭彦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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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5
（O5-3）

オーツ麦に混入したヒラタチャタテによるアナフィラキシーの 1 例
松本 千夏1）〈まつもと ちなつ〉
，高橋 美咲1），新山 史朗1），相良 育海2），
橋本 一浩3），石橋
宰2），乾
隆2），川上 裕司3,4），福田 英嗣1）
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橋病院皮膚科1），大阪府立大学大学院生命環境科学研究科2），
エフシージー総合研究所環境科学研究室3），東京家政大学生物工学研究室4）
成人発症の鶏肉および豚肉によるアナフィラキシーショックの 1 例
原田 朋佳1）〈はらだ ともか〉
，北尾 陸将1），横山 大輔1），増田 泰之1），
足立 厚子1），千貫 祐子2）
兵庫県立加古川医療センター1），島根大学2）
α-Gal syndrome 13 例の牛肉特異的 IgE 値の推移と臨床的予後の解析
上野 彩夏〈うえの あやか〉
，千貫 祐子，森田 栄伸
島根大学皮膚科
ロクロニウムによる周術期アナフィラキシーの 1 例―好塩基球活性化試験の有用性―
欠田 成人1）〈かけだ まさと〉
，車
有紀2），菅谷
健3），渡邊 清未1,4）
済生会松阪総合病院皮膚科1），済生会松阪総合病院麻酔科2），
済生会松阪総合病院産婦人科3），市立四日市病院皮膚科4）
エビ特異的 IgE 陰性であったエビによる食物依存性運動誘発アナフィラキシーの 3 例
小池 貴之1）〈こいけ たかゆき〉
，千貫 祐子1），東儀 君子2），三原 祐子3），
和久本圭子4），森田 栄伸1）
島根大学皮膚科1），とうぎ皮フ科クリニック2），島根県立中央病院3），松江赤十字病院4）

血管炎，血管・リンパ管疾患 ………………………………………………………………
P12-1

P12-2

P12-3

P12-4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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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性紅斑が先行した原発性抗リン脂質抗体症候群の 1 例
江上 将平〈えがみ しょうへい〉
，高宮城冴子，木村 佳史
東京都済生会中央病院
皮膚症状を呈した好酸球性多発血管炎性肉芽腫症 17 例の検討
伊丹 綾香〈いたみ あやか〉
，竹内 そら，大庭 慎也，大橋 洋之，岡野 達郎，
武藤真悠子，宮垣 朝光，門野 岳史
聖マリアンナ医科大学
B 型肝炎に対する核酸アナログ製剤で軽快したクリオグロブリン血症性紫斑
田中 彩恵1）〈たなか さえ〉
，青木奈津子1），山本真有子1），佐野 栄紀1），廣瀬
享2）
1）
2）
高知大学 ，同消化器内科
指尖部の壊疽が急速に進行し，診断に苦慮した結節性多発動脈炎の 1 例
木村 春奈1,3）〈きむら はるな〉
，梅森 幸恵1），坂井 俊介2），佐伯 敬子2），
阿部理一郎3）
長岡赤十字病院皮膚科1），長岡赤十字病院腎臓・膠原病内科2），
新潟大学医歯学総合病院皮膚科3）
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後に顕在化した好酸球性多発血管炎性肉芽腫症の 1 例
別木 祐介1）〈べっき ゆうすけ〉
，大熊 未佳1），加持 達弥1），戸井洋一郎1），
菅
毅2）
広島市民病院皮膚科1），広島市民病院リウマチ・膠原病内科2）

P12-6
（O7-6）

P12-7
（O7-8）

P12-8

FLT4 遺伝子変異を認めた先天性両下肢リンパ浮腫の 1 例
橋本 玲奈1）〈はしもと れな〉
，持丸奈央子1），新関 寛徳1,5），藤野 明浩2），
匡4），吉田 和恵1）
福原 康之3），柳 久美子4），要
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皮膚科1），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小児外科2），
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遺伝診療科3），
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研究所ゲノム医療研究部4），明大前皮フ科5）
リベドを呈した結節性結核性静脈炎の 1 例
黒尾 優太1）〈くろお ゆうた〉
，武藤
潤1），濱口 直彦2），宮内 俊次3），
佐山 浩二1）
愛媛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愛媛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呼吸器内科2），
宮内皮フ科クリニック3）
当院で経験した好酸球性多発肉芽腫症の 3 例
鈴木茉莉恵〈すずき まりえ〉，関 満里奈，大草 健弘，武井 華子，荻原 麻里，
伊藤 雄太，中田土起丈
昭和大学藤が丘病院皮膚科

紅斑症 …………………………………………………………………………………………
P13-1

当科における COVID-19 ワクチン接種後の多形紅斑のまとめ
松尾 彩子〈まつお あやこ〉
，佐藤 雅子，中嶋 千紗，加藤麻衣子，柳原 茂人，
大磯 直毅，大塚 篤司
近畿大学病院皮膚科

角化症 …………………………………………………………………………………………
P14-1

P14-2

P14-3

P14-4

P14-5

ATP2A2 の新規ミスセンス変異を示し，ドボベット軟膏が有効であった Darier 病の 1 例
徳永 美月1）〈とくなが みづき〉
，萩野 哲平1），中野
創2），佐伯 秀久3），
神田奈緒子1）
日本医科大学千葉北総病院皮膚科1），弘前大学皮膚科2），日本医科大学皮膚科3）
Hyperkeratosis lenticularis perstans の 1 例
倉繁 祐太〈くらしげ ゆうた〉
倉繁皮ふ科医院
肥大性扁平苔癬の 1 例
平田 佳子〈ひらた よしこ〉
，小菅 治彦
日野市立病院皮膚科
中年期発症のダリエ病の 1 例
赤路 和哉1）〈あかじ かずや〉
，今中 洋子1），星山 寧子1），石井 文人2），
Kwesi Teye2），大畑 千佳1）
大阪急性期・総合医療センター1），久留米大学病院2）
掌蹠型表皮への分化を呈した下腿の良性角化性腫瘍
大平
葵〈おおひら あおい〉
，山口さやか，高橋 健造
琉球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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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9

P15-10

1026

アダリムマブ投与中に COVID19 罹患後に逆説的反応を生じセクキヌマブで改善した
乾癬性関節炎の 1 例
鈴木
琢〈すずき たく〉
横浜総合病院
結節性痒疹様皮疹を生じた尋常性乾癬の 1 例
矢嶋真希子〈やじま まきこ〉，中
正直，西井 正美
市立伊勢総合病院皮膚科
妊娠を契機に増悪し，早産に至った膿疱性乾癬
北内裕里恵〈きたうち ゆりえ〉，影山 玲子，斎藤 寛大，中澤 慎介，
島内 隆寿，伊藤 泰介，本田 哲也
浜松医科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皮膚科
COVID-19 ワクチンの接種後に全身性膿疱性乾癬を発症した 2 例
徳田 真優1）〈とくだ まゆう〉
，立花 宏太1），川上 佳夫1），佐藤 志帆1），
1）
2）
三宅 智子 ，内田 隆文 ，福島 智恵3），杉浦 一充4），森実
真1）
岡山大学大学院医歯薬学総合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1），うちだ皮膚科クリニック2），
早島クリニック3），藤田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4）
表皮下水疱症を合併した汎発型膿疱性乾癬に対しセクキヌマブで加療した 1 例
高地 由奈1）〈こうち ゆうな〉
，宮地 秀明1），田頭 良介1），古賀 浩嗣2），
石井 文人2），杉浦 一充3），池田純一郎4），松江 弘之5）
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2），
藤田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3），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病理診断科4），
千葉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院皮膚科学5）
40 年来の Hailey-Hailey 病患者に生じた膿疱性乾癬の 1 例
鯨岡 夏帆1）〈くじらおか なつほ〉，竹中 祐子1），松浦 功一1），有川 順子1,2），
石黒 直子1）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皮膚科1），有川スキンクリニック2）
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後に生じた扁平苔癬の 1 例
王
黎亜1）〈おう りや〉
，独孤
龍1），濱崎 友佳1），幸田
太1），白土 基明2）
飯塚病院皮膚科1），飯塚病院血液内科2）
乾癬患者における爪所見と肥満の関連性を評価する横断的研究
宮澤
元〈みやざわ はじめ〉
，山賀三紗子，田中 有沙，瀬尾 拓志，
岩田 浩明，夏賀
健，氏家 英之
北海道大学病院皮膚科
単純 X 線検査の有用性に着目した乾癬性関節炎の生物学的製剤治療前後に関わる
患者背景因子の解析
小林 里佳1）〈こばやし りか〉
，山﨑 文和1），田中 晶大2），孫
瑛洙2），
尾崎 吉郎2），山科 茉由1），矢村 明久1），岡林恵理奈1），谷崎 英昭1）
関西医科大学皮膚科1），関西医科大学リウマチ・膠原病科2）
Circinate and annular pustular psoriasis の 1 例
榊原絵美優1）〈さかきはら えみゆ〉，岩田 昌史1），加来
洋3），大日 輝記1），
武市 拓也2）
香川大学皮膚科1），名古屋大学皮膚科2），京都大学皮膚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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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性乾癬にリサンキズマブを使用し改善をみた原発性胆汁性胆管炎
嘉村真知子〈かむら まちこ〉，井上 卓也，杉田 和成
佐賀大学医学部内科学講座皮膚科
生物学的製剤治療中に脳伷塞を発症した乾癬の 3 例
白水
舞〈しろうず まい〉
，杉本 紘子，山口 道也，下村
裕
山口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著しい過角化を伴った尋常性乾癬から膿疱性乾癬へ移行した 1 例
永井 美貴1）〈ながい みき〉
，松尾 真帆1），丹羽 宏文1），野口
慶2），片山 雅貴2）
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2）
当院乾癬患者におけるメタボリック関連併存症の検討
大石 直人〈おおいし なおと〉
，福井 米正
黒部市民病院
妊娠を契機に増悪した膿疱性乾癬に対してセルトリズマブペゴルを使用した 1 例
楢原
亮1）〈ならはら りょう〉
，後田 優香1），久保
環1），石井 千寸2），
天野 正宏1）
宮崎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1），石井皮膚科2）
局所療法効果不十分な軽・中等度の日本人尋常性乾癬患者におけるアプレミラストの
有効性と安全性
高橋 英俊1）〈たかはし ひでとし〉
，安部 正敏2），日野 亮介3,4），遠藤 幸紀5），
野口 英久6），Paris Maria7），大久保ゆかり8）
高木皮膚科診療所1），札幌皮膚科クリニック2），日野皮フ科医院3），
産業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4），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付属柏病院皮膚科5），
アムジェン株式会社6），Amgen Inc., Thousand Oaks, CA, USA7），
東京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分野8）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ワクチン接種後に生じた呼吸窮迫症候群を伴う膿疱性乾癬の 1 例
三石 修平1）〈みついし しゅうへい〉
，岡野 達郎1），堀江 明弘1），竹内 そら1），
宮垣 朝光1），門野 岳史1），殿岡久美子2）
聖マリアンナ医科大学皮膚科1），
聖マリアンナ医科大学リウマチ・膠原病・アレルギー内科2）
VOYAGE 1 においてグセルクマブ治療により 3 年以上完全な皮疹消失を維持している
患者特性
長崎 進哉1）〈ながさき しんや〉
，Costanzo A2），Conrad C3），Gramiccia T4），
de Jong E MGJ5），Iversen L6），Wapenaar R7），Wegner S8），Torres T9），Puig L10）
ヤンセンファーマ株式会社1），Humanitas Univ.2），Lausanne Univ. Hosp. CHUV3），
Janssen-Cilag SpA4），Radboud Univ. Med Ctr.5），Aarhus Univ. Hosp.6），
Janssen-Cilag BV7），Janssen-Cilag GmbH8），
Ins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bel Salazar9），Hosp.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10）
乾癬患者を対象とした海外第 3 相試験（VOYAGE 2）におけるグセルクマブ投与中止後の
効果持続性
増田 潤哉1）〈ますだ じゅんや〉
，Conrad C2），Korber A3），Schakel K4），Thaci D5），
Joks G6），Jazra M7），Wegner S6），Wapenaar R8），Paul C9,10）
ヤンセンファーマ株式会社1），Lausanne Univ. Hosp. CHUV2），Univ. Hosp. Essen3），
Heidelberg Univ. Hosp.4），Inst. and CCIM5），Janssen-Cilag GmbH6），Janssen-Cilag7），
Janssen-Cilag BV8），Paul Sabatier Univ.9），Larrey Univ. Hos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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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癬患者を対象とした VOYAGE 1 おけるグセルクマブの長期有効性（5 年）に関する
サブグループ解析
杉浦由加子1）〈すぎうら ゆかこ〉
，Thaci D2），Foley P3），Puig L4），Merola JF5），
Miller M6），You Y6），Shen Y-K6），Yang Y-W7），Blauvelt A8）
ヤンセンファーマ株式会社1），Univ. of Luebeck2），
The Univ. of Melbourne, St. Vincentʼs Hosp. Melbourne3），
Hosp.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4），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righam and Womenʼs Hosp.5），
Janssen Research ＆ Development6），Janssen Global Services7），
Oregon Medical Research Center8）
生物学的製剤治療患者における Cal/BDP フォームの有効性の検討
古森
環〈こもり たまき〉
，白水
舞，杉本 紘子，山口 道也，下村
裕
山口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IL36RN 遺伝子変異（c.368C＞T（p.Thr123Met）ホモ接合変異）を伴った汎発性膿疱性
乾癬の 1 例
水野 謙太1）〈みずの けんた〉
，新井 優希1），岡部 直太2），大城
久2），
小宮根真弓3），梅本 尚可1），出光 俊郎1）
自治医科大学附属さいたま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
自治医科大学附属さいたま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2），
自治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3）
尋常性乾癬患者における実臨床でのセクキヌマブの薬剤継続率と有効性についての検討
多田 弥生1）〈ただ やよい〉
，森田 明理2），山中 恵一3），河野 通浩4），
今福 信一5），大久保ゆかり6），山﨑 文和7），松本 和子8），大槻マミ太郎9）
帝京大学1），名古屋市立大学2），三重大学3），秋田大学4），福岡大学5），東京医科大学6），
関西医科大学7），ノバルティスファーマ株式会社8），自治医科大学9）
ウステキヌマブ導入後汗疱様発疹をきたした尋常性乾癬の 1 例
片山 博貴1）〈かたやま ひろき〉
，井上 由貴2），長田 真一1），小澤 雅邦3）
日本医科大学多摩永山病院皮膚科1），日本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2），多摩市3）
IgA 腎症あるいは IgA 血管炎を伴った掌蹠膿疱症および乾癬の治療検討
大倉 正寛〈おおくら まさひろ〉
，阿部名美子，小林 知子，松本 由香，
川上
洋，森
美穂，室
繭子，原田 和俊，大久保ゆかり
東京医科大学皮膚科学分野

膿庖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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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における掌蹠膿疱症に対する局所光線療法の有効性の検討
新村 佳子〈にいむら よしこ〉
，鎌田 昌洋，長田麻友美，深谷 早希，
林 耕太郎，福安 厚子，田中 隆光，石川 武子，大西 誉光，多田 弥生
帝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
汎発型膿疱性乾癬におけるフレア頻度と患者背景―多施設共同観察研究―
森田 明理1）〈もりた あきみち〉
，大久保ゆかり2），今福 信一3），多田 弥生4），
山中 恵一5），山口 由衣6），安田 正人7），土橋 人士8），齋藤 盛久9），奥山 隆平10）
名古屋市立大学1），東京医科大学2），福岡大学3），帝京大学4），三重大学5），
横浜市立大学6），群馬大学7），順天堂大学8），
日本ベーリンガーインゲルハイム株式会社9），信州大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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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5
（O9-6）

P16-6

P16-7

P16-8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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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36RN 遺伝子に複合ヘテロ接合変異を有する小児汎発性膿疱性乾癬（GPP）の 1 例
片岡 晃希1）〈かたおか こうき〉
，岩田 昌史1），江畑
葵2），加来
洋3），
武市 拓也2），秋山 真志2），大日 輝記1）
香川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2），
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3）
当科における掌蹠膿疱症に対するグセルクマブの治療経験
篠崎 杏樹〈しのざき あんじゅ〉
，林 周次郎，山内
瑛，野老 翔雲，
井川
健
獨協医科大学皮膚科
日本人掌蹠膿疱症患者に対するアプレミラストの第 2 相無作為化プラセボ比較試験の結果
小林 里実1）〈こばやし さとみ〉
，大久保ゆかり2），村上 正基3），佐野 栄紀4），
森田 明理5），今福 信一6），多田 弥生7），安部 正敏8），Paris Maria9），照井
正10）
聖母病院1），東京医科大学2），愛媛大学3），高知大学4），名古屋市立大学5），福岡大学6），
帝京大学7），札幌皮膚科クリニック8），アムジェン9），日本大学10）
Spesolimab 投与に伴う GPP 患者の JDA 重症度判定基準による CGI スコアの改善
大久保ゆかり1）〈おおくぼ ゆかり〉
，森田 明理2），今福 信一3），Mark G. Lebwohl4），
Herve Bachelez5,6），Ling Li7），清水 玲子8），Mogana Sivalingam9），照井
正10）
東京医科大学1），名古屋市立大学2），福岡大学3），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4），Hopital Saint-Louis5），Universite de Paris6），
Boehringer Ingelheim Investment7），日本ベーリンガーインゲルハイム8），
Boehringer Ingelheim9），日本大学10）
水疱性類天疱瘡の経過中に発症した膿疱性乾癬の 1 例
横井 聡美〈よこい さとみ〉
，岩田 洋平，杉浦 一充
藤田医科大学皮膚科学
下腹部に限局した膿疱性乾癬の 1 例
豊田 智宏1）〈とよだ ともひろ〉
，村島 隆之1），赤尾
圭1），吉岡 未里1），
橋本 公二1），杉浦 一充2），田中
厚1）
亀田総合病院皮膚科1），藤田医科大学皮膚科2）
両側胸部中心静脈閉塞症を発症した掌蹠膿疱症性骨関節炎の 1 例
井上 栄美1）〈いのうえ えみ〉
，田中久仁子1），林
美沙1），東山 眞里1），
辻
成佳2,3），廣海 汐理4），小中 八郎4）
日本生命病院皮膚科1），日本生命病院整形外科2），大阪南医療センター整形外科3），
日本生命病院呼吸器・免疫内科4）
当院で経験した非典型的臨床像を呈した好酸球性膿疱性毛包炎の 5 症例
佐藤あゆみ〈さとう あゆみ〉，田口 良吉，福田 知雄，寺木 祐一
埼玉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出生時よりみられた，新生児の好酸球性膿疱性毛包炎の 1 例
𠮷田
諭1）〈よしだ さとし〉
，八束 和樹1），黒尾 優太1），地行 健二2），
竹本 幸司2），佐山 浩二1）
愛媛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愛媛県立新居浜病院小児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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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型小細胞癌に対する PD-L1 阻害薬で水疱性類天疱瘡を発症した 1 例
杉本
徹1）〈すぎもと とおる〉
，帆足 俊彦1），新井 悠江1），安念 節晃1），
宮崎
駿1），濱田 理沙1），上野 美咲1），渡邊 景明2），佐伯 秀久1）
日本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1），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呼吸器内科2）
口唇手足のみに水疱を生じ，Des1 抗体陽性を呈した抗ラミニン γ-1
（p200）
類天疱瘡（BP）
富樫 亜吏〈とがし あり〉
，小笹 美蘭，長谷 哲男，金子 史男
脳神経疾患研究所付属総合南東北病院皮膚科
トリメトプリム・スルファメトキサゾールにより治療抵抗性となった線状 IgA/IgG 水疱
性皮膚症の 1 例
翠川 央高1）〈みどりかわ ひろたか〉，福澤 正男1），北村 昇矢2），勝家 志歩2），
鈴木 里香3），高沢 裕子2），面高 俊和2），古賀 浩嗣4），石井 文人4），奥山 隆平2）
伊那中央病院皮膚科1），信州大学皮膚科2），飯田市立病院皮膚科3），久留米大学皮膚科4）
DLE 及び PCT との鑑別を要した Brunsting-Perry 型限局性類天疱瘡の 1 例
藤森 一希1）〈ふじもり かずき〉
，吉田 雅絵1），古賀 浩嗣2），原田 和俊3），
石井 文人2），出光 俊郎1）
上尾中央総合病院皮膚科1），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2），
東京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学教室3）
IVIG とリツキシマブ併用療法で改善した濾胞性リンパ腫に伴う腫瘍随伴性天疱瘡の 1 例
荒川
遥1）〈あらかわ はるか〉
，王
華帆1），冨樫
結1），遠藤
恵1），
高橋 沙希1），川崎 理加2），石井 文人3），古賀 浩嗣3），松倉 節子1）
済生会横浜市南部病院皮膚科1），済生会横浜市南部病院血液内科2），
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3）
表皮水疱症に対する復帰変異モザイク皮膚からの自家培養表皮とメッシュ植皮の
ハイブリッド移植
森
志朋1,3）〈もり しほ〉
，高木 智史1,2），玉越 智樹1），新保 敬史1），
種村
篤3），藤本
学3），玉井 克人1,3）
大阪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再生誘導医学1），株式会社ステムリム2），
大阪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3）
BP180 と 7 型コラーゲンを標的抗原とした免疫チェックポイント阻害薬関連表皮下水疱症
の1例
葭本 倫大1）〈よしもと のりひろ〉
，平野 瑶子1），得地 景子1），泉 健太郎1），
松本 隆児2），氏家 英之1）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院皮膚科学教室1），北海道大学病院泌尿器科2）
水疱性類天疱瘡における COVID-19 ワクチン接種後の臨床症状の実態調査
砂田
緑〈すなだ みどり〉
，山根万里子，益子 礼人，青山 裕美
川崎医科大学皮膚科
末梢静脈アクセスによる血漿交換療法を施行した尋常性天疱瘡の 2 例
小笹 静佳1）〈おざさ しずか〉
，奥澤 愛美1），奥野
聡1），端本 宇志1），
佐藤 貴浩1），水口
斉2）
防衛医科大学校病院皮膚科1），防衛医科大学校病院血液浄化療法部2）
Lichen planus pemphigoides の 1 例
濱本 龍典〈はまもと たつのり〉
，須長 由真，渡辺 秀晃，三輪
祐，
村上 遥子，小林 香映，猪又 直子
昭和大学皮膚科

P17-11

尋常性天疱瘡の治療中に発症した CMV 感染症の 1 例
山本 泰煕〈やまもと たいき〉
，大嶋雄一郎，坂
貴恵，渡辺 大輔
愛知医科大学
P17-12
IVIG 療法の反復投与によりプレドニゾロンを減量した難治性水疱性類天疱瘡の 1 例
，河合 良奈1），松木 康譲1），山崎まりな1），
五明 美樹1）〈ごみょう みき〉
1）
1）
西村 季紘 ，片桐 一元 ，石井 文人2）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2）
P17-13
滋賀医科大学皮膚科で二重膜濾過血漿交換法を行った自己免疫性水疱症のまとめ
（O10-2）
浅田 春季〈あさだ はるき〉
，加藤
威，國府
拓，米田 健祐，高橋 聡文，
山本 文平，藤本 徳毅
滋賀医科大学皮膚科
P17-14
病理所見から診断に至った増殖性天疱瘡の 1 例
和泉麻衣子1）〈いずみ まいこ〉
，加来
洋2），岩田 昌史1），榊原絵美優1），
大日 輝記1）
香川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2）
P17-15
Kindler 症候群の 1 例
田蒔 舞子1）〈たまき まいこ〉
，岩脇 文香1），村尾 和俊1），久保 宜明1），
飛田泰斗史2），中村 秀樹3），夏賀
健3）
徳島大学皮膚科1），徳島赤十字病院皮膚科2），北海道大学皮膚科3）
P17-16
ジアフェニルスルホンの投与が有用であった後天性表皮水疱症の 1 例
森
瞳子1）〈もり とうこ〉
，三井
彩1），中川 紅葉1），矢野優美子1），
古賀 浩嗣2），石井 文人2），大松 華子1）
国立相模原病院皮膚科1），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2）
P17-17
先天性皮膚欠損症を合併した優性栄養障害型表皮水疱症（Bart 症候群）の 1 例
（O10-7）
栗田 昂幸1）〈くりた たかゆき〉
，吉田 憲司1），守井
茅1），青木 里美2），
久保 亮治2,3），石河
晃1）
東邦大学大森病院皮膚科1），慶應義塾大学皮膚科2），神戸大学皮膚科3）
P17-18
妊娠中に尋常性天疱瘡を発症した母親から出生した新生児天疱瘡の 1 例
加藤 和夏〈かとう あいか〉
，小原 明希，杉森 彩香，田中 弘子，古山 千昌，
野々垣 彰，玉木
毅
国立国際医療研究センター病院皮膚科
P17-19
2 型モザイクによりブラシュコ線に沿った皮疹分布を呈した小児発症ヘイリーヘイリー病
（O10-3） の 2 例
朝比奈泰彦1）〈あさひな やすひこ〉
，田原
海1），青木 里美1），中林 一彦2），
3）
3）
1）
立石 千晴 ，林
大輔 ，天谷 雅行 ，鶴田 大輔3），久保 亮治1,4）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1），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周産期病態研究部2），
大阪公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病態学講座3），
神戸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内科系講座皮膚科学分野4）
P17-20
抗ラミニン γ1 類天疱瘡の 1 例
桑折 信重1）〈こおり のぶしげ〉
，八束 和樹1），武藤
潤1），白石
研1），
石井 文人2），古賀 浩嗣2），佐山 浩二1）
愛媛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久留米大学皮膚科学2）
P17-21
抗 BP180C 末端抗体陽性の水疱性類天疱瘡の 2 例
小佐野めぐみ1）〈こさの めぐみ〉
，御子柴飛鳥1），代田 志保1），小川 英作1），
1）
1）
木庭 幸子 ，奥山 隆平 ，松本 祥代2），古賀 浩嗣3），石井 文人3）
信州大学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市立大町総合病院皮膚科2），久留米大学病院皮膚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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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22

難治性の尋常性天疱瘡に対してリツキシマブが奏功した 1 例
生田目 拓〈なまため たく〉，渡邊
憲
横浜市立みなと赤十字病院皮膚科

膠原病 …………………………………………………………………………………………
P18-1
（O7-2）

P18-2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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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4

P18-5

P18-6

P18-7
（O7-3）

P18-8

P18-9
（O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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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筋炎の難治性皮疹を対象としたアプレミラストの第 1b 相臨床試験
小西 里沙〈こにし りさ〉
，田中 亮多，井上 紗惠，市村 裕輝，乃村 俊史，
沖山奈緒子
筑波大学医学医療系皮膚科
成人スティル病に IgA 血管炎を併発した 1 例
丹羽 宏文1）〈にわ ひろふみ〉
，永井 美貴1），松尾 真帆1），飯田 沙織2）
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岐阜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総合内科2）
抗 hUBF 抗体（抗 NOR90 抗体）陽性患者の臨床的特徴についての検討
伏田奈津美〈ふしだ なつみ〉，堀井 幹喜，水牧 貴恵，沼田 夏希，濱口 儒人，
松下 貴史
金沢大学医薬保健研究域医学系皮膚分子病態学
間質性肺疾患を合併した抗 OJ 抗体陽性皮膚筋炎の 1 例
池田 智行1）〈いけだ ともゆき〉
，加納 美優1），牧野
智1），小林 忠弘1），
大石 京介1），濱口 儒人1），松下 貴史1），伊川 友香2）
金沢大学皮膚科1），金沢赤十字病院皮膚科2）
ヒドロキシクロロキン硫酸塩内服で皮膚症状の改善を認めた抗 MDA-5 抗体陽性皮膚筋炎
の1例
鄭
韓英1）〈ちょん はにょん〉
，中村
敬1），伊藤菜穂子2），藤木 陽平2），
3）
3）
大谷 恭子 ，稲葉真由美
淀川キリスト教病院皮膚科1），淀川キリスト教病院リウマチ膠原病内科2），
淀川キリスト教病院病理診断科3）
浮腫性紅斑を伴う皮疹が先行し嚥下機能障害を合併した抗 SAE 抗体陽性の皮膚筋炎
増尾妃那子1）〈ますお ひなこ〉
，河合 良奈1），松木 康譲1），田中 浩美1），
五明 美樹1），片桐 一元1），松下 貴史2）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金沢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2）
胃前庭部毛細血管拡張症を合併した全身性強皮症の臨床的検討
福井 夕輝1）〈ふくい ゆき〉
，浅野 善英1），宮嵜 美幾1），山下 尚志1），
住田 隼一1），吉崎
歩1），山道 信毅2），佐藤 伸一1）
東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東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消化器内科2）
異物挿入後 11 年で発症した皮膚筋炎の 1 例
大久保れいみ1）〈おおくぼ れいみ〉
，林 周次郎1），新井 聡子2），吉田 雄飛2），
井川
健1）
獨協医科大学皮膚科1），獨協医科大学リウマチ膠原病内科2）
全身性強皮症に伴う顔面毛細血管拡張症に対するパルス色素レーザーの有効性の検討
永井幸司郎〈ながい こうじろう〉，尾松
淳，杉本 映綺，中谷眞理子，
江畑
慧，坊木ひかり，深山麻衣子，三宅 知美，吉崎
歩，佐藤 伸一
東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P18-10

P18-11

P18-12

P18-13
（O7-5）
P18-14

P18-15
（O7-1）

P18-16

P18-17

P18-18

当科で経験した小児皮膚筋炎 44 例の臨床的検討
乙竹
泰〈おとたけ やすし〉
，金岡 美和，榎 亜紗美，鈴木 麻生，
渡邊 友也，山口 由衣
横浜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環境免疫病態皮膚科学
上肢の著明な浮腫を認めた下行結腸癌合併皮膚筋炎の 1 例
勝田 来未1）〈かつだ くるみ〉
，宇田 絵美1），角田 佳純1），猿喰 浩子1），
中島 慎介2）
市立東大阪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市立東大阪医療センター消化器外科2）
足壊疽が先行し，浅大腿動脈閉塞による下腿切断術を施行した限局型全身性強皮症
山下 大樹1）〈やました ひろき〉
，河合 良奈1），一桝 菜央1），片桐 一元1），
寺部 雄太2）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春日部中央総合病院循環器科2）
化学療法のみが有効であった抗 TIF-1γ 抗体陽性の皮膚筋炎の 1 例
小濱
望〈こはま のぞみ〉
，宮城 拓也，工藤 真未，高橋 健造
琉球大学病院
COVID-19 ワクチン接種後に皮膚筋炎を発症した 1 例
磯部里香子〈いそべ りかこ〉，下村麻衣子，明石 憲佳，村上めぐみ，花井有里子，
満間 照之
一宮市立市民病院
全身性エリテマトーデス
（SLE）
に伴う難治性の皮膚病変に対しベリムマブが有効であった
2例
竹内紗規子〈たけうち さきこ〉，森本 亜里，堀川 弘登，村上 香織，谷川 瑛子
慶應義塾大学
下腿の石灰沈着部に反復する蜂窩織炎を生じ，
手術加療を行った混合性結合組織病の 1 例
楠谷
尚〈くすたに なお〉
，向井みれ以，今西 明子，前川 直輝，深井 和吉
大阪市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COVID-19 ワクチン接種を機会に診断された全身エリテマトーデスの 1 例
坂井田惠利1）〈さかいだ えり〉
，下村麻衣子1），磯部里香子1），明石 憲佳1），
天野友里恵1），村上めぐみ1），花井有里子1），満間 照之1），横田 香里2）
一宮市立市民病院皮膚科1），一宮市立市民病院膠原病内科2）
乳癌の病勢悪化に伴い発症した抗 TIF1γ 抗体陽性皮膚筋炎の 2 例
荒木 聖菜1）〈あらき せいな〉
，工藤恵理奈1），松尾 敦子1），奥村 恭博2），
大佐古智文2）
くまもと森都総合病院皮膚科1），くまもと森都総合病院乳腺センター2）

自己炎症性疾患 ………………………………………………………………………………
P19-1

P19-2

アダリムマブが奏功した尋常性乾癬と壊疽性膿皮症の合併例
高橋 玲子〈たかはし れいこ〉
，竹林 宏朗，福山國太郎
関西ろうさい病院皮膚科
結節性紅斑が続発した神経 Sweet 病の 1 例
澤田 裕美1）〈さわだ ゆみ〉
，中西 浩隆2），加古 智子3），津田憲志郎1）
市立四日市病院皮膚科1），市立四日市病院脳神経内科2），
三重県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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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3
（O8-6）
P19-4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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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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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8
（O8-8）
P19-9
（O8-3）

骨髄線維症に合併した壊疽性膿皮症の 1 例
澁田 恭平1）〈しぶた きょうへい〉
，葉山 惟大1），三浦 勝浩2），藤田 英樹1）
日本大学医学部附属板橋病院皮膚科1），日本大学医学部附属板橋病院血液内科2）
顆粒球吸着除去療法（GCAP）が著効した壊疽性膿皮症の 1 例
村上 真奈1）〈むらかみ まな〉
，石原 優里1），白川 典子1），木下 侑里1），
1）
1）
荻田あづさ ，伊東 慶悟 ，佐伯 秀久2），安齋 眞一1）
日本医科大学武蔵小杉病院1），日本医科大学2）
発熱・皮疹を繰り返し，増悪時に筋炎を生じた VEXAS 症候群の 1 例
松木 康譲1）〈まつき やすのり〉
，河合 良奈1），片桐 一元1），金澤 伸雄2,3），
中谷 友美3），稲葉
豊3）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1），兵庫県立医科大学2），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3）
アダリムマブにて寛解を得られた PASH 症候群の 1 例
水谷 陽子1）〈みずたに ようこ〉
，大西 秀典2），周
円1）
岐阜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病態学1），岐阜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小児科学2）
国内で全身薬物療法を受けた乾癬患者の治療実態と患者特性：後向きレセプトデータ
ベース研究
Hyunchung Kim1），Dionysis Spanopoulos1），羽廣 克嘉1），釣谷 克樹1），
山田 義之1），Amartya Mandal2），引地 祐介1），多田 弥生3）
ブリストル・マイヤーズ スクイブ1），Mu Sigma2），帝京大学3）
ジエノゲストにより治療した Autoimmune Progesterone Dermatits の 1 例
吉岡 愛育1）〈よしおか あい〉
，国定
充1），福田
均2），久保 亮治1）
神戸大学医学部付属病院皮膚科1），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姫路医療センター2）
Sweet 病と肺病変がみられた VEXAS 症候群の 1 例
松原 章宏1）〈まつばら あきひろ〉
，土田奈緒美2,3,4），櫻井 麻衣5），前田 彩花2），
3,4）
6）
内山 由理 ，佐々木謙成 ，土師陽一郎7），桐野 洋平2），松本 直通3），森田 明理5）
知多厚生病院皮膚科1），横浜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幹細胞免疫制御内科学2），
横浜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遺伝学3），横浜市立大学付属病院難病ゲノム診断科4），
名古屋市立大学加齢・環境皮膚科学5），海南病院膠原病内科6），大同病院膠原病内科7）

代謝異常症 ……………………………………………………………………………………
P20-1

P20-2
（O8-4）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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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グロブリン性アミロイドーシスの手指爪甲ダーモスコピー所見
加藤 恒平1）〈かとう こうへい〉
，三浦 圭子2）
武蔵野赤十字病院皮膚科1），東京医科歯科大学病院診断病理学2）
腹壁皮下組織ランダム生検で診断し得た心アミロイドーシス
杉野 仁美〈すぎの ひとみ〉
，山本 佳世，岡田 悦子
産業医科大学皮膚科
Bowen 病切除を契機に確定診断に至った全身性アミロイドーシスの 1 例
栗本
徹1）〈くりもと とおる〉
，石田 英和2），小川 浩平3），中西 崇詞4），
野見 恭子1）
奈良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奈良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2），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学教室3），奈良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形成外科4）

軟部組織（皮下脂肪組織・筋肉）疾患 ……………………………………………………
P21-1

P21-2

P21-3

P21-4

P21-5

P21-6

P21-7

肺癌のポート部再発から腋窩リンパ節転移を来したと考えられる 1 例
藤沼 千尋1）〈ふじぬま ちひろ〉
，岩澤うつぎ1），谷口 智香1），半田
梓1），
鈴木 貴子1），石井
元2）
1）
都立広尾病院皮膚科 ，都立広尾病院泌尿器科2）
頸部に生じた褐色脂肪腫の 1 例
古河裕紀子1）〈ふるかわ ゆきこ〉
，佐藤 絵美1），筒井 啓太1），古賀 佳織2），
今福 信一1）
福岡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1），福岡大学医学部病理学2）
上行結腸平滑筋肉腫の転移進行中に急激に発症した Wells 症候群の 1 例
西村
望〈にしむら のぞみ〉
，三輪
祐，渡辺 秀晃，須長 由真，
荒木 信之，城内 和史，田代 康哉，小林 香映，猪又 直子
昭和大学
骨格筋への転移により診断された胃癌の 1 例
八木 洋輔〈やぎ ようすけ〉
，阪口 有里，角南 志保，高瀬早和子，西村 陽一，
太田 深雪，藤田 真文
大阪赤十字病院皮膚科
顔面に生じた炎症性偽腫瘍 fibrohistiocytic type の 1 例
松崎ひとみ〈まつざき ひとみ〉，平井 郁子，田村 佳奈，山西あゆみ，
和田 麻依，川島 裕平，谷川 瑛子，種瀬 啓士
慶應義塾大学
良性対称性脂肪腫症の 1 例
吉田
傑〈よしだ すぐる〉
，竹中 祐子，石黒 直子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
遺伝子解析を行った背部隆起性皮膚線維肉腫の再発例
勝又 文徳〈かつまた ふみのり〉
，小宮根真弓，岡田 寛文，神谷 浩二，
前川 武雄，大槻マミ太郎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学教室

肉芽腫症 ………………………………………………………………………………………
P22-1

P22-2

P22-3

P22-4

側頭動脈炎を合併した annular elastolytic giant cell granuloma（AEGCG）の 1 例
本田 理恵1）〈ほんだ りえ〉
，小川 大貴1），伊藤 周作1），近藤
泉2）
1）
2）
日立総合病院皮膚科 ，日立総合病院神経内科
デルゴシチニブ軟膏が奏効した皮膚サルコイドーシスの 1 例
野村 祐輝1）〈のむら ゆうき〉
，上尾 礼子1），中谷佳保里1），清原 隆宏2）
関西医科大学香里病院皮膚科1），関西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
気管支喘息を合併した Adult orbital xanthogranulomatous disease の 1 例
塚本 遥子1）〈つかもと ようこ〉
，佐藤 絵美1），松田 絵奈1），古賀 佳織2），
今福 信一1）
福岡大学皮膚科1），福岡大学病理学2）
シクロスポリン内服が奏功した Annular Elastolytic Giant Cell Granuloma の 1 例
永井 貴子1）〈ながい きこ〉
，佐古
梓1），原田 佳代1），占部 和敬1），今山
1）
九州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今山修平クリニック＆ラボ2）

修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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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5

骨髄異形成症候群を発症した palisaded neutrophilic and granulomatous dermatitis の 1 例
植竹 優香1）〈うえたけ ゆか〉
，松木 康譲1），島村 明里1），田中 浩美1），
河合 良奈1），瀧口光次郎2），片桐 一元1）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滝口皮フ科2）
P22-6
トシリズマブの paradoxical reaction で認めた palisaded neutrophilic granulomatous
（O11-4） dermatitis
藤本
雷〈ふじもと らい〉
，梅園 悠子，高田真由美，藤原 作平，三浦 宏之
大阪みなと中央病院
P22-7
COVID-19 ワクチン投与後に発症したサルコイドーシスの 1 例
森
龍彦1）〈もり たつひこ〉
，山本 俊幸1），國分 知樹2）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1），星総合病院循環器内科2）
P22-8
顔面外病変を呈した肉芽腫性酒さの 1 例
朱
瀛瑤1）〈しゅ いんよう〉
，鈴木 千尋1），早川道太郎1），三浦 圭子2），
安西 秀美1）
川崎市立井田病院皮膚科1），東京医科歯科大学病院病理部病理診断科2）
P22-9
露光部の褐色小結節で発症し診断に苦慮した環状弾性線維融解性巨細胞肉芽腫の 1 例
伏間江貴之〈ふすまえ たかゆき〉，小川 夕貴，小田 俊輔，角田 朝子，
吉田 哲也
東京医療センター
P22-10
皮膚悪性腫瘍のリンパ節転移巣におけるサルコイド反応
（O11-6）
石川 真郷〈いしかわ まさと〉
，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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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線による皮膚障害・光線過敏・光発癌 ……………………………………………
P23-1

P23-2

P23-3

新規メラノコルチン 1 受容体作動薬デルシメラゴン（MT-7117）のメラニン形成作用
鈴木
毅〈すずき つよし〉
，近藤 真弘，河野 佑子，松本 淳宏，種村 修平，
船山 佳織，西
哲人，佐藤 篤史，諸熊 賢治，山元 康王
田辺三菱製薬株式会社創薬本部
赤芽球性及び X 連鎖優性プロトポルフィリン症を対象としたデルシメラゴンの
海外第 2 相試験
川井 康司〈かわい こうじ〉
，柳内 嘉在，河合 衣里，近藤 和興
田辺三菱製薬株式会社
若年の SLE 患者に生じた口唇有棘細胞癌の 1 例
足達 麻衣1）〈あだち まい〉
，佐藤 絵美1），柴山 慶継1），内藤 玲子2），今福 信一1）
福岡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1），福岡中央病院2）

創傷・褥瘡・熱傷 ……………………………………………………………………………
P24-1

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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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院緩和ケア病棟の終末期患者において発生した褥瘡の予後不良因子についての検討
加藤 香澄1）〈かとう かすみ〉
，長崎 優子2），長村 美佳1），春原 晶代1）
社会福祉法人聖霊会聖霊病院皮膚科1），社会福祉法人聖霊会聖霊病院看護部2）
吸着型血液浄化器の使用で改善した閉塞性動脈硬化症による両足趾皮膚潰瘍の 1 例
渡辺 愛友1）〈わたなべ あゆ〉
，宮原 麻衣1），安田 健一1），井波真矢子1），
1）
2）
出月 健夫 ，並河 明雄 ，五十嵐敦之1）
NTT東日本関東病院皮膚科1），NTT東日本関東病院腎臓内科2）

P24-3

P24-4

P24-5
（O6-1）

人工肛門造設が臀部・会陰部の創傷管理・治癒に有効であった 4 症例
伊藤
拓1）〈いとう たく〉
，能登
舞1），齊藤 陽平1），戸村八蓉生1），
東海林 怜1），佐藤 貴彦1），熊谷 史子1），小松田恵理子1），亀山 孔明2），河野 通浩1）
秋田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学・形成外科学講座1），
秋田大学医学部救急・集中治療医学講座2）
パルスオキシメータによる熱傷の小児例
小野 美弥〈おの みや〉
，江川安紀子，瀧浪紗也子，延山 嘉眞，朝比奈昭彦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閉塞性動脈硬化症の潰瘍に対するべペルミノゲンベルプラスミドの効果
黒神
祐1,2,3）〈くろかみ ゆう〉
，壽
順久1），金田 恵実1），黒崎友木穂1），
外村 香子1），早川 直希2），井原 拾得2），竹屋
泰3），楽木 宏実2），藤本
学1）
大阪大学皮膚科1），大阪大学老年高血圧内科2），
大阪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保健学専攻3）

色素異常症 ……………………………………………………………………………………
P25-1
肥満細胞症における色素増強の機序の検討―表皮 PAR-2，SCF，pERK1/2 の関わり―
（O11-1）
奥澤 愛美〈おくざわ まなみ〉
，端本 宇志，奥野
聡，松尾 晋祐，
屋式 一輝，佐藤 貴浩
防衛医科大学校皮膚科
P25-2
630nmLED と IPL の組み合わせ照射による美白効果検証
船坂 陽子1）〈ふなさか ようこ〉
，山崎 雅子2），岡本 弓月2），金子 翔太2）
日本医科大学皮膚科1），パナソニック株式会社2）
P25-3
白斑での皮膚細菌叢及び真菌叢の検討
（O11-3）
黒田 康嵩1,2）〈くろだ やすたか〉
，楊
伶俐1），芝田 孝一3），林
昌浩4），
鈴木 民夫4），西田真紀子5），並木
剛5），牧野 輝彦6），清水 忠道6），片山 一朗1,7）
大阪公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色素異常症治療開発共同研究部門1），花王株式会社2），
医療法人しばた皮フ科クリニック3），山形大学医学部4），東京医科歯科大学5），
富山大学医学部6），中津皮膚科クリニック7）
P25-4
女児に発症した idiopathic eruptive macular pigmentation
増田百合香〈ますだ ゆりか〉，伊村 紀慧，佐野 悠子，八木 宏明
静岡県立総合病院
P25-5
手背に網状色素沈着を呈する 2 疾患の比較検討
齊藤
亨〈さいとう とおる〉
，岡村
賢，紺野 隆之，二階堂まり子，
荒木 勇太，吉岡 千春
山形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

母斑と母斑症 …………………………………………………………………………………
P26-1
Cronkhite-Canada 症候群における皮膚色素沈着のダーモスコピー像の検討
（O11-5）
北山 祥平〈きたやま しょうへい〉
，虎井僚太郎，三澤
恵，牧野 輝彦，
清水 忠道
富山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
P26-2
足底に生じた melanocytic agminated nevi
（O11-8）
寺田 明莉〈てらだ あかり〉
，六戸 大樹，中野
創，澤村 大輔
弘前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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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3
当院における乳児血管腫に対するロングパルスダイレーザーの治療経過
（O13-7）
中嶋 悠里〈なかじま ゆうり〉
，矢富 良寛，清水 智子，中捨 克輝
国立埼玉病院皮膚科
P26-4
結節性硬化症の血管線維腫にシロリムス外用薬を使用し奏功した 1 例
，品川 友江2）
横山 祥平1）〈よこやま しょうへい〉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青森病院皮膚科1），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青森病院小児科2）
P26-5
脂肪細胞がみられる後天性色素細胞性母斑の臨床/病理組織学的特徴
足立 孝司〈あだち こうじ〉
，吉田 雄一，山元
修
鳥取大学皮膚科

皮膚形成異常・遺伝性結合織病 ……………………………………………………………
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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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モンパッチの経過観察とレーザー治療介入時期の検討
，大塚 篤司2）
遠藤 英樹1,2）〈えんどう ひでき〉
1）
大阪鉄道病院皮膚科 ，近畿大学医学部皮膚科2）

上皮性腫瘍 ……………………………………………………………………………………
P28-1

皮膚混合腫瘍（mixed tumor of the skin）の臨床病理学的検討
石原 優里1）〈いしはら ゆうり〉
，木下 侑里1），白川 典子1），荻田あづさ1），
伊東 慶悟1），佐伯 秀久2），安齋 眞一2）
日本医科大学武蔵小杉病院皮膚科1），日本医科大学付属病院2）
P28-2
臍部に生じた基底細胞癌の 1 例
宮崎
駿1）〈みやざき しゅん〉
，帆足 俊彦1），三神絵理奈1），魚住 知美1），
井渕 善聖1），米山 健一1），徳永 美月1），斎藤
裕2），佐伯 秀久1）
日本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1），文京区2）
P28-3
ボリコナゾール長期内服患者に発生した有棘細胞癌の 5 例
（O12-2）
石月翔一郎〈いしづき しょういちろう〉，前田 朱美，小川瞭太郎，安重 佳祐，
中村 貴之，藤澤 康弘，乃村 俊史
筑波大学医学医療系皮膚科
P28-4
頭部外傷から発症した基底細胞癌の 1 例
西山 幸佑1）〈にしやま こうすけ〉
，水崎 杏奈1），川口 亜美2），坪田ゆかり3），
下松 達哉1）
和歌山ろうさい病院皮膚科1），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2），
和歌山ろうさい病院病理診断科3）
P28-5
エトポシド内服療法が奏効した転移性乳房外 Paget 病の 1 例
芦澤 慎一1）〈あしざわ しんいち〉
，菅
崇暢1），木山 智貴1），河合 幹雄2），
田中 暁生1）
広島大学病院皮膚科1），かわい皮ふ科クリニック2）
P28-6
当科で経験した小結節が陰部に多発した症例の臨床的検討
河内麻理子〈こうち まりこ〉，三津山信治，安部 文人，樋口 哲也
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佐倉病院皮膚科

1038

P28-7

P28-8

P28-9
（O12-4）

P28-10
（O12-6）

P28-11

P28-12

P28-13

P28-14

P28-15

P28-16
（O12-1）

P28-17
（O12-5）
P28-18
（O12-3）

100 歳を超える超高齢者の口角に生じた有棘細胞癌に対し，手術療法を行った 1 例
荒川 伸之1）〈あらかわ のぶゆき〉
，大西 正純1），古川真衣子1），佐藤 友利1），
中川 倫代1），角田加奈子1），前田 文彦2），遠野 久幸3），菅原 祐樹3），天野 博雄1）
岩手医科大学皮膚科1），前田皮膚科クリニック2），菜の花皮膚科クリニック3）
Lentigo maligna との鑑別を要した pigmented actinic keratosis の 1 例
花本 眞未〈はなもと まみ〉
，北嶋 友紀，四十万谷貴子，寺井沙也加，
中丸
聖，槇村
馨，清原 隆宏
関西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脂腺母斑から発生したアポクリン癌の 1 例〜RAS 変異の解析を含めて〜
勝家 志歩1）〈かついえ しほ〉
，面高 俊和1），御子柴飛鳥1），高沢 裕子1），
皆川
茜1），木庭 幸子1），後藤 啓介2），奥山 隆平1）
信州大学皮膚科1），静岡県立静岡がんセンター病理診断2）
神経膠腫を合併し，ペムブロリズマブ投与を行った Muir-Torre Syndrome の 1 例
五影 志津1）〈いつかげ しづ〉
，矢村 明久1），山﨑 文和1），谷崎 英昭1），
羽柴 哲夫2）
関西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1），関西医科大学附属病院脳神経外科2）
外毛根鞘嚢腫に包まれた石灰化上皮腫の 1 例
吉崎
愛〈よしざき あい〉
，松岡 温子，馬場 直子，東
裕子，金蔵 拓郎
鹿児島大学
Folliculosebaceous cystic hamartoma の 2 例
槇村
馨〈まきむら かおる〉
，中丸
聖，花本 眞未，北嶋 友紀，
四十万谷貴子，寺井沙也加，清原 隆宏
関西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短期間に多発転移をきたし予後不良な経過を辿ったメルケル細胞癌の 1 例
鎌田 亜紀〈かまた あき〉
，馬場 裕子，高橋 慎一，河野 通良
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皮膚科
当院における 90 歳以上の超高齢者に対する悪性腫瘍手術症例の検討
長野有花子〈ながの ゆかこ〉，谷口 孝司，水野みどり
伊勢赤十字病院皮膚科
肝移植後患者の左側頭部に生じた肉腫成分を含む扁平上皮癌の 1 例
齊藤日向子1）〈さいとう ひなこ〉
，山田 雄大1），今門 純久1），裴
有安2）
日本赤十字社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日本赤十字社医療センター病理部2）
初診後に急速に増大した有棘細胞癌の 2 例
島田
奏1,2）〈しまだ かなで〉
，要籐 歩美1,3），高塚 純子1），竹之内辰也1）
新潟県立がんセンター新潟病院皮膚科1），
新潟大学大学院医歯学総合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2），
富山大学大学院医学薬学研究部皮膚科学3）
小スポットナローバンド IPL による脂漏性角化症の治療の試み
宮田 彩可〈みやた あやか〉
，木村有太子，竹内かおり，高森 建二，須賀
康
順天堂大学浦安病院皮膚科
当院におけるエクリン管由来の悪性腫瘍についての検討
山川 浩平〈やまかわ こうへい〉，緒方
大，日置紘二朗，陣内 駿一，
並川健二郎，髙橋
聡，山﨑 直也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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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19

メルケル細胞ポリオーマウイルス皮膚定量により原発巣自然消退を考えた
メルケル細胞癌
木戸 一成1）〈きど いっせい〉
，角野 貴應1），佐野ほづみ1），中島 英貴1），
橋田裕美子2），大畑 雅典2），佐野 栄紀1）
高知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1），高知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2）
P28-20
当科における悪性転化した脂漏性角化症の検討
大山慎一郎1）〈おおやま しんいちろう〉
，小川 浩平1），宮川
史1），新熊
悟1），
真柴 久美2），桑原 理充2），浅田 秀夫1）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1），奈良県立医科大学付属病院形成外科2）
P28-21
生下時より認められた Mibelli 型汗孔角化症
（O12-7）
和田
茜1,2）〈わだ あかね〉
，長谷川道子1），田村 敦志1）
伊勢崎市民病院皮膚科1），産業医科大学皮膚科2）
P28-22
仙骨部分切除を行なった Coccygeal pad の 1 例
大須賀詩乃1）〈おおすか しの〉
，中村 元樹1），野尻 由佳1），加藤 裕史1），
宮崎 愛子2），小田 隆夫2），森田 明理1）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加齢・環境皮膚科学1），JA愛知厚生連海南病院2）
P28-23
左陰嚢部に生じた基底細胞癌と有棘細胞癌の併存癌の 1 例
井渕 善聖1）〈いぶち よしあき〉
，山崎 香里1），前島 真帆1），片山 博貴1），
伊東 慶悟2），長田 真一1）
日本医科大学多摩永山病院皮膚科1），日本医科大学武蔵小杉病院皮膚病理診断学教室2）
P28-24
腹部正中に列序性に生じた BRAF V600E 変異陽性管状乳頭状嚢胞状腺腫の 1 例
（O12-8）
廣松 慧美〈ひろまつ えみ〉
，石井 文人，添田 麻莉，名嘉眞健太，武藤 一考，
Kwesi Teye，橋川 恵子，名嘉眞武國
久留米大学皮膚科
P28-25
広範囲切除を要した鼻尖部 Microcystic adenexal carcinoma の 1 例
吉井章一郎1）〈よしい しょういちろう〉
，加藤 裕史1），佐藤 秀吉2），鳥山 和宏2），
森田 明理1）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加齢・環境皮膚科学1），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形成外科学2）
P28-26
ニボルマブ単剤療法中に一時的にダカルバジンを投与した進行期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篠田
進1）〈しのだ すすむ〉
，光井 康博1），福田 敬子1,2），筧
祐未1,3），
中島 杏奈1,3），小川 浩平1），宮川
史1），新熊
悟1），浅田 秀夫1）
奈良県立医科大学附属病院皮膚科1），南奈良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
奈良県西和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3）
P28-27
進行期乳房外パジェット病に対して化学療法・放射線療法が奏功した 1 例
坂本 理佳〈さかもと りか〉
，玉井 昌和，後藤 範子，横見 明典
市立豊中病院皮膚科
P28-28
Trichilemmal carcinoma，基底細胞癌と毛芽腫を併発した類器官母斑の 1 例
川野 正人1）〈かわの まさと〉
，黒木 脩矢1），酒井 邦夫1,2），北村
豪3），
天野 正宏1）
宮崎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都城市郡医師会病院形成外科2），きたむら皮膚科クリニック3）
P28-29
脂腺母斑上の有棘細胞癌と基底細胞癌の併発と考えた 1 例
岡村麻衣花1）〈おかむら まいか〉
，栗本
徹1），小川 浩平2），越智 杏奈1），
佐々木智賀子1），金川紗央理1），中西 崇詞1），野見 恭子1）
奈良県総合医療センター1），奈良県立医科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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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30

顔面多発性毛包上皮腫の 1 例
松谷 雅子1）〈まつたに まさこ〉
，北 加奈子1），和田
夏秋
優1），金澤 伸雄1），羽田 孝司2）
兵庫医科大学皮膚科学教室1），羽田皮膚科2）

吉弘1），永井

諒1），

神経と神経系腫瘍 ……………………………………………………………………………
P29-1

Malignant peripheral nerve sheath tumor Low-grade の 1 例
富田 央澄1）〈とみた おずみ〉
，出口 順啓1），大石 直輝2），川村 龍吉1）
山梨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1），山梨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人体病理学2）
P29-2
Lambert-Eaton 筋無力症候群から診断に至った Merkel 細胞癌の 1 例
（O13-4）
田渕亜希子〈たぶち あきこ〉，小川 陽一，福島 有貴，薬袋 里彩，浅川 理子，
前島 えり，出口 順啓，島田 眞路，川村 龍吉
山梨大学皮膚科
P29-3
Open-Label, Single-Arm Phase 1 Study Of Selumetinib In Patients With NF1-PN
（O13-5）
西田 佳弘1）〈にしだ よしひろ〉
，寺島 慶太2），秋山 政晴3），小栗 知世4），
渡辺 麻子4），菅野 公寿4），Karen So5），末延 聡一6）
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1），国立成育医療研究センター2），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附属病院3），アストラゼネカ株式会社4），
AstraZeneca, Cambridge5），大分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6）
P29-4
免疫チェックポイント阻害薬による治療中に生じたギラン・バレー症候群様の多発神経炎
（O13-1） の 1 例
大塚 晴彦1）〈おおつか はるひこ〉
，高橋 甲介1），松本由佳理1），織田 好子1），
小野 竜輔1），上月
惇2），土田
愛2），武田 涼輔2），千原 典夫2），久保 亮治1）
神戸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内科系講座皮膚科学分野1），
神戸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内科学講座脳神経内科学分野2）

間葉系腫瘍 ……………………………………………………………………………………
P30-1
日本人における乳児血管腫の有病率と発症に関連する要因の検討：エコチル調査より
（O13-6）
三澤
恵1）〈みざわ めぐみ〉
，松村 健太2），浜崎
景2,3），古川 史奈1），
牧野 輝彦1），稲寺 秀邦2），清水 忠道1）
富山大学学術研究部医学系皮膚科学1），富山大学学術研究部医学系公衆衛生学2），
群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公衆衛生学分野3）
P30-2
不確定樹状細胞腫瘍との鑑別に苦慮した Langerhans 細胞肉腫
清水 聡子1）〈しみず さとこ〉
，稲村 衣美1），須貝 達朗1），川嶋 邦裕2），
辻
隆裕3），大島 孝一4），江口 弘晃5），藤田 靖幸1）
市立札幌病院皮膚科1），市立札幌病院形成外科2），市立札幌病院病理診断科3），
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病理学教室4），花川皮膚科5）
P30-3
繰り返される外的刺激が誘因と考えられた，巨大な肉芽腫様腫瘤を呈した手指の
結節性筋膜炎の 1 例
新川 宏樹1）〈あらかわ ひろき〉
，足立 剛也1,3,4），小林 由季1），三浦 圭子5），
緒方謙太郎2），稲積 豊子1）
国家公務員共済組合連合会立川病院皮膚科1），同病理診断科2），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大学院3），慶應義塾大学殿町先端研究教育連携スクエア4），
東京医科歯科大学病院病理部病理診断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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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4

熊本大学における血管肉腫 55 例の臨床的特徴
草場 雄道〈くさば ゆうどう〉
，梶原 一亨，大塚 紗希，坂元 亮子，
金澤 早織，牧野 雄成，青井
淳，増口 信一，福島
聡
熊本大学皮膚病態治療再建科
P30-5
前腕に生じた血管内腫瘍の 1 例
横山 恵美1）〈よこやま めぐみ〉
，須山 孝雪1），西村 季紘1），片桐 一元1），
佐藤 泰樹2）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2）
P30-6
血管肉腫組織および細胞株における Osteopontin 発現異常の検討
米倉 由子1,2）〈よねくら ゆいこ〉
，今村
宰3），宮居 弘輔4），加藤 貴美2），
熊澤 文久2），桂田 由佳4），佐藤 仁哉2），松熊
晋4,5），佐藤 貴浩1），津田
均2）
防衛医科大学校医学部皮膚科1），防衛医科大学校医学部病態病理学2），
防衛医科大学校医学部生化学3），防衛医科大学校医学部検査部4），
防衛医科大学校医学部臨床検査医学5）
P30-7
前腕に生じた superficial angiomyxoma の 1 例
松田 洋樹〈まつだ ひろき〉
，林
剛生，橋本 優希，三井
浩
東京逓信病院皮膚科
P30-8
血清 LDH 値は皮膚血管肉腫と有棘細胞癌の病勢進行を反映しない
（O13-2）
森 章一郎1,2）〈もり しょういちろう〉
，茜部 穂波1），村上 佳恵1），横田 憲二1），
秋山 真志1）
名古屋大学皮膚科1），豊橋市民病院2）
P30-9
当科における過去 8 年間の乳児血管腫 40 例についての臨床的検討
（O13-8）
西田 美央1）〈にしだ みお〉
，長濱 通子1,2），大塚 俊宏1），森脇 真一1）
大阪医科薬科大学皮膚科1），神戸百年記念病院皮膚科2）
P30-10
巨大な臀部皮膚線維腫の 1 例
杉
悠太1）〈すぎ ゆうた〉
，島田佳奈子1），柏田 香代1），徳澄 亜紀1），
牧野 雄成1），福島
聡1），久保 正英2）
熊本大学皮膚科1），熊本総合病院皮膚科2）
P30-11
放射線治療後短期間で再発した頬部血管肉腫にパゾパニブが著効した 1 例
池村 澄枝1）〈いけむら すみえ〉
，薄井 利大1），米山 寿子1），増澤真実子1），
天羽 康之1），近藤 章生2）
北里大学皮膚科1），東海大学皮膚科2）
P30-12
前腕，手背に多中心性に生じた類上皮肉腫の 1 例
西原 克彦1,2）〈にしはら かつひこ〉
，八束 和樹1），土居 千晃3），戸澤 麻美4），
1）
1）
武藤
潤 ，佐山 浩二
愛媛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鹿児島医療センター皮膚腫瘍科・皮膚科2），
愛媛県立中央病院皮膚科3），愛媛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形成外科4）
P30-13
女児に発症し 11 年間の経過で消退した夏季に悪化する generalized eruptive histiocytosis
佐野 悠子〈さの ゆうこ〉
，伊村 紀慧，増田百合香，八木 宏明
静岡県立総合病院皮膚科
P30-14
甲状腺癌，胃癌の皮膚転移と鑑別を要した悪性グロムス腫瘍の 1 例
矢富 良寛〈やとみ よしひろ〉
，中嶋 悠里，清水 智子，中捨 克輝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埼玉病院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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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5

中年女性の外陰部に生じた懸垂性 aggressive angiomyxoma の 1 例
野田奈津美1）〈のだ なつみ〉
，後藤 祐介1），渡部 直樹2），田中 卓二2），
山田
誠3），加納 宏行1）
岐阜市民病院皮膚科1），岐阜市民病院病理診断科2），岐阜市民病院外科3）
P30-16
腺扁平上皮癌の組織型を示したバルトリン腺癌の 1 例
奥村 真央1）〈おくむら まお〉
，緒方
大1），並川健二郎1），髙橋
聡1），
西村 優基2），森
泰昌2），吉田
裕2），山﨑 直也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病理診断科2）
P30-17
巨大な局面を形成した右腋窩乳房外 Paget 病の 1 例
鶴田 成二〈つるた せいじ〉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
P30-18
隆起性皮膚線維肉腫（DFSP）と鑑別を要した富細胞性線維性組織球腫の 1 例
今井 聡子1）〈いまい さとこ〉
，緒方
大1），森
泰昌2），西村 優基2），
聡1），山﨑 直也1）
並川健二郎1），髙橋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病理診断科2）
P30-19
Mesothelial cyst の 1 例
中谷佳保里1）〈なかたに かほり〉
，上尾 礼子1），野村 祐輝1），大村 直人2），
谷村 裕嗣3），清原 隆宏4）
関西医科大学香里病院1），関西医科大学香里病院放射線科2），大阪府寝屋川市3），
関西医科大学総合医療センター4）
P30-20
耳介後部に発生した Pleomorphic dermal sarcoma の 1 例
植木 彩加1）〈うえき あやか〉
，北川 敬之1），水谷 健人1），中井 康雄1），
1）
2）
波部 幸司 ，林
昭伸 ，山中 恵一1）
三重大学皮膚科1），同病理診断科2）
P30-21
過去 5 年に当科で経験した頭部血管肉腫の 8 例のまとめ
小畑 文佳〈おばた あやか〉
，浅野 伸幸，下村
裕
山口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学講座
P30-22
紫斑を伴わずに結節を呈した皮膚血管肉腫の免疫組織化学的検討
（O13-3）
山本 博紀〈やまもと ひろき〉
，岡田 寛文，神谷 浩二，前川 武雄，
小宮根真弓，大槻マミ太郎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
P30-23
リンパ節転移を来した上腕 spiradenocarcinoma の 1 例
江藤 博文1）〈えとう ひろふみ〉
，緒方
大1），西村 優基2），並川健二郎1），
髙橋
聡1），森
泰昌2），山﨑 直也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病理診断科2）
P30-24
後頭部に生じた giant vascular eccrine spiradenoma の 1 例
戸澤 貴久〈とざわ たかひさ〉
，竹内 早紀，久田 智子，山田 益丈，
伊藤 有美，小寺 雅也
地域医療機能推進機構中京病院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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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ンパ腫と類症 ………………………………………………………………………………
P31-1

外用ステロイドと紫外線療法の局所治療で長期寛解を得ている CD8 陽性毛包向性菌状息
肉症の 1 例
宗石 依子1）〈むねいし よりこ〉
，尾山 徳孝1），笠松 宏至1），長谷川 稔1），
2）
石田 久哉
福井大学皮膚科1），いしだ皮膚科クリニック2）
P31-2
皮膚形質細胞増多症の 1 例
湯川
圭1）〈ゆかわ けい〉
，吉岡 啓子1），保坂 直樹2）
医療法人生長会府中病院皮膚科1），医療法人生長会府中病院病理診断科2）
P31-3
トシリズマブ投与により皮膚病変が改善した形質細胞型キャッスルマン病の 1 例
柴田 知之1）〈しばた ともゆき〉
，大嶋雄一郎1），萩田淳一郎2），伊藤
理3），
小寺
仁4），渡辺 大輔1）
愛知医科大学皮膚科1），愛知医科大学腎臓膠原病リウマチ内科2），
愛知医科大学呼吸器アレルギー内科3），桑名市総合医療センター膠原病リウマチ科4）
P31-4
大阪大学皮膚科で経験した 15 年間における pseudolymphoma 19 例についての検討
須藤 ゆか〈すどう ゆか〉
，清原 英司，藤本
学
大阪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P31-5
線状 IgA 水疱性皮膚症，
腫瘍随伴性血管炎および手指壊疽を伴った末梢性 T 細胞リンパ腫
の1例
文
省太〈ぶん しょうた〉
，来田 英伸，菊澤 千秋，池田
彩，小澤健太郎，
柴山 浩彦
国立病院機構大阪医療センター
P31-6
22 年間背部に限局した原発性皮膚濾胞中心リンパ腫の 1 例
酒井 友歌1）〈さかい ゆうか〉
，赤塚 太朗1），遠山 哲夫1），森村 壮志1），
菅谷
誠1），大西かよ子2），角田 秀貴3），二宮 淳也3），石崎 純子3），田中
勝3）
国際医療福祉大学皮膚科1），国際医療福祉大学放射線科2），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足立医療センター3）
P31-7
CD8 と CD56 が陽性であった菌状息肉症
柳瀬 正平〈やなせ しょうへい〉
，井上 卓也，村中友加里，永瀬浩太郎，
杉田 和成
佐賀大学医学部内科学講座皮膚科
P31-8
結節腫瘤を呈し短期間に急性転化した成人 T 細胞白血病/リンパ腫（ATLL）の 1 症例
齊藤華奈実1）〈さいとう かなみ〉
，柳瀬 海騎1），山本 豊貴1），山手 朋子1），
1）
1）
梅木真由子 ，後藤 瑞生 ，西田 陽登2），本田 周平3），高野久仁子3），波多野 豊1）
大分大学皮膚科1），大分大学診断病理部2），大分大学血液内科3）
P31-9
手足に限局する皮膚潰瘍を呈した菌状息肉症の 1 例
佐々木 梓1）〈ささき あずさ〉
，小原 宏哉1），増澤真実子1），米山 寿子1），
白井 京美1），上田 喬士2），天羽 康之1）
北里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1），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横浜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
P31-10
菌状息肉症に続発する CD8 陽性リンパ腫様丘疹症：先行病変の臨床・病理学的特徴
（O14-6）
安田 澪奈1）〈やすだ れな〉
，岩月 啓氏2），鈴木
究2），中川
満3），
黒田
誠3），玉田 康彦4），渡辺 大輔4），大塚 幹夫5），平井 陽至6），杉浦 一充1）
藤田医科大学皮膚科1），同岡崎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同病理診断学3），
愛知医科大学皮膚科4），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5），岡山大学皮膚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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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11

亀頭部に生じ皮角を伴った原発性皮膚 CD30 陽性リンパ増殖症の 1 例
新川紗由香1）〈あらかわ さゆか〉
，宮川 明大1），竹内 玲衣2），勝井 政博2），
仁3），西本 周平1）
原
智2），堀井 千裕3），折笠 英紀3），杉浦
川崎市立川崎病院皮膚科1），川崎市立川崎病院泌尿器科2），
川崎市立川崎病院病理診断科3）
P31-12
脱毛症と無汗症を伴い，皮膚筋炎様の皮疹を呈した末梢性 T 細胞リンパ腫・非特定型
（PTCL-NOS）の 1 例
上原
遥〈うえはら はるか〉
，宮城 拓也，堀川 和久，高橋 健造
琉球大学医学部皮膚科
P31-13
ランゲルハンス細胞組織球症の 1 例
小原芙美子1）〈おはら ふみこ〉
，吉田 憲司1），石河
晃1），松岡 正樹2），
柳川 靖人2），若山
恵3），栃木 直文3），飯塚 弘文4），大木更一郎5）
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森病院皮膚科1），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森病院小児科2），
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森病院病理診断科3），Kクリニック山王4），大木皮膚科5）
P31-14
ベキサロテンと CHOP 療法が奏功した進行期菌状息肉症の 1 例
越後 岳士〈えちご たけし〉
，池田 智行，筒井 清広
石川県立中央病院
P31-15
芽球性形質細胞様樹状細胞腫瘍の 1 例
村田 壱大〈むらた いちだい〉
，新井 陽介，矢口 順子，紺野恵理子，鈴木 民夫
山形大学医学部医学科皮膚科
P31-16
皮膚 T 細胞性リンパ腫に対するモガムリズマブ療法：11 例の後ろ向き解析
（O14-2）
天貝
諒〈あまがい りょう〉
，神林 由美，大内謙太郎，古舘 禎騎，
橋本
彰，藤村
卓
東北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P31-17
MALT リンパ腫の 5 例
松尾 敦子1）〈まつお あつこ〉
，荒木 聖菜1），工藤恵理奈1），有馬 信之2），
大島 孝一3）
くまもと森都総合病院皮膚科1），くまもと森都総合病院病理部2），
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病理学講座3）
P31-18
原発性皮膚 CD30 陽性 T 細胞リンパ増殖異常症 14 例の臨床・組織学的検討
渡邊 幸奈〈わたなべ ゆきな〉
，大塚 幹夫，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
P31-19
急速に増大，多発した芽球性形質細胞様樹状細胞腫瘍の 1 例
山口文太郎1）〈やまぐち ぶんたろう〉
，梅田 善康1），上村 杏奈1），川原
祐1），
2）
2）
2）
2）
1）
高井彩也華 ，佐藤 次生 ，小路口奈帆子 ，新井 栄一 ，中村 泰大
埼玉医科大学国際医療センター皮膚腫瘍科・皮膚科1），
埼玉医科大学国際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2）

メラノサイト系腫瘍 …………………………………………………………………………
P32-1

悪性黒色腫との鑑別を要した小児の Atypical spitz nevus の 1 例
袋
幸平1）〈ふくろ こうへい〉
，齋藤
栞1），赤嶺 智美1），合田
佐藤
愛1），安齋 眞一2），河野 克之1）
横須賀共済病院1），日本医科大学武蔵小杉病院2）

聖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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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2
悪性黒色腫における BRAFV600E 変異の均一性の免疫組織学的・分子遺伝学的検討
（O14-4）
立花 宏太1,2）〈たちばな こうた〉
，杉原
悟1），山﨑
修1），爲政 大幾2），
真1）
後藤 啓介3），本間圭一郎3），久木田洋児4），谷口 恒平5），森実
岡山大学病院皮膚科1），大阪国際がんセンター腫瘍皮膚科2），
大阪国際がんセンター病理・細胞診断科3），
大阪国際がんセンター研究所ゲノム病理ユニット4），広島市民病院病理診断科5）
P32-3
初診時に不明熱と高 LDH 血症を呈した肛門部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大河内智子〈おおこうち さとこ〉，谷脇
誠，玉腰
和，原
真望，
影山 潮人，榊原 章浩
安城更生病院
P32-4
急速に進行した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須田
文〈すだ あや〉
，山田 隆弘，武藤 正彦
山口県立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P32-5
Meningeal melanocytosis の 1 例
赤塚 太朗1）〈あかつか たろう〉
，遠山 哲夫1），森村 壮志1），菅谷
誠1），
2）
2）
3）
3）
3）
小無田美菜 ，森
一郎 ，田中 達也 ，田部井勇助 ，河島 雅到 ，松野
彰3）
国際医療福祉大学皮膚科1），国際医療福祉大学病理診断科2），
国際医療福祉大学脳神経外科3）
P32-6
有害事象のため BRAF・MEK 阻害剤の switch，間欠投与により病勢制御を得た悪性黒色腫
の1例
白濵 稔大〈しらはま としひろ〉
，武藤 一考，土居 礼一，名嘉眞健太，
嘉多山絵理，名嘉眞武國
久留米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脈絡膜悪性黒色腫 21 例に対する免疫治療の検討
P32-7
（O14-7）
日置紘二朗1）〈ひき こうじろう〉
，緒方
大1），並川健二郎1），髙橋
聡1），
鈴木 茂伸2），山﨑 直也1）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1），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眼腫瘍科2）
P32-8
心タンポナーデで発見されたメラノーマの心臓転移の 1 例
中村 謙太〈なかむら けんた〉
，古賀 弘志，高沢 裕子，面高 俊和，
木庭 幸子，奥山 隆平
信州大学皮膚科
P32-9
進行期メラノーマに対するニボルマブ・PAI-1 阻害薬併用療法の安全性・有効性の検討
（O14-1）
藤村
卓1）〈ふじむら たく〉
，吉野 公二2），加藤 裕史3），福島
聡4），
大塚 篤司5），松下 茂人6），神林 由美1），橋本
彰1），藤澤 康弘7）
1）
2）
東北大学皮膚科 ，都立駒込病院皮膚腫瘍科 ，名古屋市立大学皮膚科3），
熊本大学皮膚科4），近畿大学皮膚科5），鹿児島医療センター皮膚腫瘍科6），
筑波大学皮膚科7）
P32-10
抗 PD-1 抗体によるメラノーマ術後補助療法の有効性・安全性の検証：多施設共同研究
武藤 雄介1）〈むとう ゆうすけ〉
，加藤 裕史2），福島
聡3），伊東 孝通4），
前川 武雄5），藤澤 康弘6），吉野 公二7），内
博史8），松下 茂人9），藤村
卓1）
東北大学皮膚科1），名古屋市立大学皮膚科2），熊本大学皮膚科3），九州大学皮膚科4），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5），筑波大学皮膚科6），
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皮膚腫瘍科7），九州がんセンター皮膚腫瘍科8），
鹿児島医療センター皮膚腫瘍科・皮膚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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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11

当院への紹介患者（悪性黒色腫）について
陣内 駿一〈じんない しゅんいち〉
，奥村 真央，松井 馨之，日置紘二朗，
緒方
大，並川健二郎，髙橋
聡，山﨑 直也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
P32-12
虫垂癌を併発した左上腕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井上 禎夫1）〈いのうえ さだお〉
，金井 美馬1），森
智史1），金子 ゆき1），
鈴木 利宏1），藤原由佳子2），齊藤 美穂2），井川
健1）
獨協医科大学病院1），足利赤十字病院2）
P32-13
鼠径リンパ節腫脹を契機に診断された左下腹部無色素性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宮本 沙織1）〈みやもと さおり〉
，井上 禎夫1），森
智史1），金子 ゆき1），
金井 美馬1），鈴木 利宏1），塚田 鏡寿2），井川
健1）
獨協医科大学病院皮膚科1），新小山市民病院皮膚科2）
P32-14
進行期悪性黒色腫におけるがん遺伝子パネル検査の有用性
（O14-3）
松井 馨之〈まつい よしゆき〉
，緒方
大，鶴田 成二，奥村 真央，
日置紘二朗，並川健二郎，髙橋
聡，山﨑 直也
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皮膚腫瘍科
P32-15
MYO5A-NTRK3 融合遺伝子を検出した atypical Spitz tumor
佐藤さゆり1）〈さとう さゆり〉
，肥田 時征1），井戸川雅史2），黄倉 真恵1），
宇原
久1）
札幌医科大学皮膚科1），札幌医科大学医学部付属フロンティア医学研究所ゲノム医科学2）
P32-16
悪性黒色腫における Nivo+Ipi 併用療法の適正投与回数の検討―早期腫瘍効果と SAE を
（O14-5） 踏まえた考察―
日浦
梓1）〈ひうら あずさ〉
，前田 拓哉1），上原 治朗2），吉野 公二1）
がん研究会有明病院皮膚腫瘍科1），がん・感染症センター都立駒込病院皮膚腫瘍科2）
P32-17
長崎県の地理的特徴がメラノーマ患者の受診動向に及ぼす影響：単施設後方視的観察研究
村山 千秋1）〈むらやま ちあき〉
，村山 直也1），鍬塚
大1），佐藤 泉美2），
室田 浩之1）
長崎大学皮膚科1），長崎大学臨床疫学分野2）
P32-18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陽性 Spitz 母斑の臨床病理学的検討
（O14-8）
石井 芙美1）〈いしい ふみ〉
，芦田日美野1），永喜多敬奈2），神農 陽子2），浅越 健治1）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岡山医療センター1），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病院機構岡山医療センター病理診断科2）
P32-19
口腔粘膜原発 melanoma の 2 例
和田 尚子〈わだ なおこ〉
，内
博史
国立病院機構九州がんセンター

ウイルス感染症 ………………………………………………………………………………
P33-1

P33-2

Covid-19 感染後に生じた結節性紅斑様皮疹の 1 例
久保田由美子〈くぼた ゆみこ〉，梶田 章恵，田代 綾香
福岡山王病院皮膚科
HPV60 型関連足底表皮様嚢腫〜過去の報告例の検討〜
島村 明里1,2）〈しまむら あかり〉
，宮田 和法3），三石
剛1）
日本赤十字社さいたま赤十字病院皮膚科1），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八千代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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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3

P33-4

P33-5
（O2-1）

アンピシリン疹より診断された EB ウイルス感染による伝染性単核球症の 1 例
郷田
彩〈ごうだ さや〉
，木村 優香，安藤 純実，調
裕次
第二大阪警察病院皮膚科
嘔吐を合併した帯状疱疹 3 症例のまとめ
，菅野 恭子1），岸部 麻里1），山本 明美1）
藤井 瑞恵1,2）〈ふじい みずえ〉
1）
旭川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 ，市立稚内病院皮膚科2）
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後に発症した帯状疱疹の 13 例
中村
彩〈なかむら あや〉
，山本 哲久，瀬戸 英伸
高槻病院皮膚科

細菌感染症 ……………………………………………………………………………………
P34-1

P34-2
（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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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3

P34-4

P34-5
（O2-4）
P34-6

P34-7

P34-8
（O2-7）

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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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に診断し得た MRSA USA300 株による皮膚・軟部組織感染症の 2 例
塔筋 恵実1）〈とうすじ えみ〉
，米井
希1），栗本 麻奈1），口広 智一2）
公立那賀病院皮膚科1），公立那賀病院臨床検査科2）
Lancefield 群別で F 群に凝集した Streptococcus constellatus による壊死性軟部組織感染症
の2例
木村
浩1）〈きむら ひろし〉
，中野 晃子2），中西
章3），山下 邦洋3），
岡本 拓也4）
加賀市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加賀市医療センター臨床検査科2），
加賀市医療センター整形外科3），加賀市医療センター内科4）
眼窩周囲蜂窩織炎と混同した眼窩蜂窩織炎の 1 例
澤村 清伸1,2）〈さわむら きよのぶ〉
，田口詩路麻1），周藤
真3），飛田 忠道4）
水戸協同病院皮膚科1），筑波大学皮膚科2），水戸協同病院眼科3），水戸協同病院耳鼻科4）
当科における過去 6 年間の皮下膿瘍 36 例の検討
田中 浩美〈たなか ひろみ〉
，山田 達也，松木 康譲，河合 良奈，西村 季紘，
横山 恵美，須山 孝雪，片桐 一元
獨協医科大学埼玉医療センター
Creatinine kinase 値の著明な上昇を伴った丹毒症例の検討
芦田日美野〈あしだ ひみの〉，水田 康生，石井 芙美，浅越 健治
岡山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
梅毒治癒判定後に早期神経梅毒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3 例
山口 麻里1）〈やまぐち まり〉
，加藤あずさ1），内藤 聖子1），光井 聖子1），
馬屋原孝恒1），武久
康2）
1）
岡山赤十字病院皮膚科 ，岡山赤十字病院脳神経内科2）
陰圧閉鎖洗浄療法（NPWTi-d）を用いて治療した壊死性軟部組織感染症の 1 例
安達 夏紀1）〈あだち なつき〉
，塚田 鏡寿2），金子 ゆき1），金井 美馬1），
野老 翔雲1），林 周次郎1），鈴木 利宏1），井川
健1）
獨協医科大学皮膚科1），新小山市民病院皮膚科2）
電撃性紫斑を伴った Aeromonas hydrophila 感染症による壊死性筋膜炎の 1 例
望月 亮佐〈もちづき りょうすけ〉
，塩入 桃子，長尾
愛，田井 志正，
小倉香奈子
神戸市立医療センター中央市民病院
脱毛を契機に診断された梅毒の 1 例
片山
奨〈かたやま しょう〉
，大田 光仁
市立千歳市民病院

真菌感染症 ……………………………………………………………………………………
P35-1
（O2-8）

P35-2

P35-3

P35-4

P35-5

P35-6

P35-7

P35-8

蜂窩織炎様の紅斑が多発し，浸出液の墨汁染色で早期診断に至った
播種性クリプトコッカス症の 1 例
鈴木 友博1）〈すずき ともひろ〉
，作田 隆義1），朱
瀛瑤1），田中
諒1），
1）
2）
2）
1）
木花いづみ ，鈴木 知幸 ，間地 知子 ，栗原 佑一
平塚市民病院皮膚科1），平塚市民病院臨床検査科2）
テルビナフィン耐性白癬菌による集団感染
野口 博光1,2）〈のぐち ひろみつ〉
，松本 忠彦1,2），木村有太子3），比留間政太郎2），
矢口 貴志4），加納
塁5），久保 正英6），柏田 香代7），福島
聡7）
のぐち皮ふ科1），お茶の水真菌アレルギー研究所2），順天堂大学皮膚科学3），
千葉大学真菌医学研究センターバイオリソース管理室4），
日本大学生物資源科学部獣医皮膚病学5），熊本総合病院皮膚科6），
熊本大学皮膚病態治療再建学7）
JAK 阻害薬投与中に発症した皮膚クリプトコッカス症の 1 例
山崎佳那子1）〈やまさき かなこ〉
，湊
優子1），中島 美世1），仁木真理子1），
村尾 和俊1），久保 宜明1），小川
瑛2），山下 雄也2）
徳島大学皮膚科1），徳島大学呼吸器膠原病内科2）
左鼻根部に結節がみられた播種性クリプトコッカス症の 1 例
伊藤 裕代1）〈いとう ひろよ〉
，吉田 亜希1），田村 崇行1），岸
晶子1），
林
伸和1），花田 豪郎2）
虎の門病院皮膚科1），虎の門病院呼吸器センター内科2）
皮膚生検より診断に至った肺クリプトコッカス症の 1 例
園村 真美〈そのむら まみ〉
，奥野 愛香，古川 福実，村山 恒峻，野溝
岳
高槻赤十字病院
被髪頭部の多発性皮下結節として生じた Microsporum canis 感染症
三浦真理子〈みうら まりこ〉，竹尾 直子，轟木 麻子，生野 知子
大分県立病院皮膚科
Fusarium lactis による爪真菌症〜Fusarium 属による爪真菌症 55 例の検討〜
多賀 史晃〈たが ふみあき〉
，二ッ谷剛俊，山口 礼門，安澤 数史，望月
隆，
清水
晶
金沢医科大学皮膚科
病変内にケナガコナダニを認めた白癬の 1 例
竹花 麻己1）〈たけはな あさみ〉
，桑野 嘉弘1），平林
恵1），下山 陽也1），
2）
3）
1,3）
佐藤 友隆 ，三宅 浩行 ，清
佳浩
1）
帝京大学医学部付属溝口病院 ，帝京大学ちば総合医療センター2），
戸塚共立あさひクリニック3）

抗酸菌感染症 …………………………………………………………………………………
P36-1

診断に難渋した左耳介に生じた Buruli 潰瘍の 1 例
大井梨紗子1,3）〈おおい りさこ〉
，榊原 章浩1），影山 潮人1），大河内智子1），
原
真望1），鈴木 大介2）
安城更生病院1），同感染症内科2），名古屋医療センタ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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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3

P36-4

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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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6

P36-7

BCG 接種後，腺病性苔癬として経過観察中に，壊疽性丘疹状結核疹の臨床像へと
移行した 1 例
松岡
廣〈まつおか こう〉
，岩本 和真，盛山 吉弘
土浦協同病院皮膚科
浴室での外傷を契機に発症した M. abscessus および M. fortuitum による重複感染症の 1 例
萩原愛理奈1）〈はぎはら えりな〉
，田代 康哉1），渡辺 秀晃1），佐々木大和1），
平井 由花1），城内 和史1），小林 香映1,2），吉田 光範1,2），猪又 直子1）
昭和大学皮膚科1），国立感染症研究所ハンセン病研究センター2）
右大腿に結節性病変を認めたブルーリ潰瘍の 1 例
岡
優実1）〈おか ゆみ〉
，飯田裕里佳1），竹内 千尋1），鷲尾
健1），池町 真実2），
竹川 啓史2），山本
剛2），酒井 大輔3）
神戸市立西神戸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神戸市立西神戸医療センター臨床検査技術部2），
さかい皮フ科クリニック3）
質量分析法により診断した抗酸菌・真菌感染症の 5 例
岡田 寛文〈おかだ ひろふみ〉
，神谷 浩二，佐藤 篤子，前川 武雄，
小宮根真弓，大槻マミ太郎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
壊疽性膿皮症の患者に生じた Mycobacterium chelonae 感染症の 1 例
大須賀裕子〈おおすが ゆうこ〉，須藤
晶，廣門未知子
横浜南共済病院
多菌型ハンセン病の 1 例
武田浩一郎〈たけだ こういちろう〉，上塘 葉子，玉井真理子，佐藤 浩子
今村総合病院

動物性皮膚症・寄生虫症 ……………………………………………………………………
P37-1
（O2-6）

P37-2
（O2-2）

P37-3

P37-4

P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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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伝子解析で診断した有棘顎口虫による幼虫移行症の 1 例
大嶋
都1）〈おおしま みやこ〉
，三澤
恵1），牧野 輝彦1），杉山
広2），
清水 忠道1）
富山大学学術研究部医学系皮膚科学1），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寄生動物部2）
マムシ伵傷患者における好中球細胞外トラップ
（NETs）
を中心としたサイトカインの推移
1）
1）
小倉 康晶 〈おぐら やすあき〉
，森本 広樹 ，鶴見 由季1），大塚 正樹1），
福地 健佑2），島内 隆寿2），本田 哲也2），戸倉 新樹1）
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皮膚腫瘍科1），浜松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2）
通常疥癬のフェノトリン外用とイベルメクチン内服併用療法は治療順序が重要と考えた 1 例
浪花研一郎1,2）〈なにわ けんいちろう〉
，麻上 千鳥1,3）
医療法人社団季朋会王司病院1），医療法人社団季朋会介護老人保健施設王喜苑2），
山口大学皮膚科名誉教授3）
急性腎不全を伴ったウンバチイソギンチャク Phyllodiscus Semoni 皮膚炎の 1 例
早川道太郎1,2）〈はやかわ みちたろう〉
，鈴木 千尋2），朱
瀛瑤2），殿村
駿3），
前田 麻実3），安西 秀美2）
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1），川崎市立井田病院皮膚科2），川崎市立井田病院腎臓内科3）
ニキビダニ症の 1 例
山田 佑衣〈やまだ ゆい〉
，高田麻由実，野々山翔子，岡本奈都子，田邉
洋
天理よろづ相談所病院皮膚科

P37-6

ムカデにまつわる物語〜当院 16 年間でのムカデ伵傷 411 例，毘沙門天との関わり〜
和田 康夫〈わだ やすお〉
赤穂市民病院皮膚科

付属器疾患（ざ瘡を含む） …………………………………………………………………
P38-1

P38-2

P38-3
（O6-4）
P38-4

P38-5

P38-6

P38-7

P38-8

P38-9

P38-10

P38-11
（O6-5）

再々発を認めた左頬部の endocrine mucin-producing sweat gland carcinoma の 1 例
稲田 有亮1）〈いなだ ゆうすけ〉
，山本 有紀1），上出 康二2）
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1），上出皮膚科クリニック2）
糖尿病の改善に伴って澄明細胞が消失した澄明細胞汗管腫の 1 例
松岡 温子〈まつおか あつこ〉
，多田 浩一，藤井 一恭，金蔵 拓郎
鹿児島大学病院
尋常性痤瘡治療における抗菌薬の処方実態に関する調査（データベース研究）
佐々木 優1）〈ささき ゆう〉
，流
利孝2），内海 沙織2），前田 裕美2），林
伸和3）
新松戸中央総合病院皮膚科1），マルホ株式会社2），虎の門病院皮膚科3）
尋常性ざ瘡に対するパルス幅可変式ロングパルス色素レーザーによる治療経験
山本 晴代〈やまもと はるよ〉
，三宅 早苗，中嶋 千紗，大塚 篤司
近畿大学病院皮膚科
痤瘡環境における痤瘡患者由来アクネ菌に対する外用抗菌薬の活性評価
中瀬 恵亮1）〈なかせ けいすけ〉
，高橋
翔1），林
伸和2），中南 秀将1）
東京薬科大学薬学部臨床微生物学教室1），虎の門病院皮膚科2）
病院外来および皮膚科クリニックを受診した痤瘡患者由来アクネ菌の薬剤耐性
小泉 珠理1）〈こいずみ じゅり〉
，小柳 紗彩1），中瀬 恵亮1），林
伸和2），
渡辺
薫3），堀内 祐紀4），浅井 俊弥5），山崎 明子6），中崎 恵美7），中南 秀将1）
東京薬科大学薬学部臨床微生物学教室1），虎の門病院皮膚科2），
渡辺皮フ科クリニック3），秋葉原スキンクリニック4），浅井皮膚科クリニック5），
やまざき皮ふ科6），emiスキンクリニック松濤7）
尋常性ざ瘡の新たな皮疹：炎症後丘疹（仮称）の提案とその臨床的意義
乃木田俊辰1）〈のぎた としたつ〉
，野村 有子2），黒川 一郎3）
新宿南口皮膚科1），野村皮膚科医院2），明和病院皮膚科3）
特徴的な臨床像と病理所見から onychocytic matricoma と診断した 1 例
角田 梨沙1）〈かくた りさ〉
，早川道太郎1），川島 裕平1），松崎ひとみ1），
細川 僚子1），田中
勝2），齋藤 昌孝1）
慶應義塾大学皮膚科1），東京女子医科大学東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2）
培養脂腺細胞におけるプロゲステロンによる皮脂産生促進の分子機構
小岩井利一〈こいわい としかず〉，中野愛祐美，佐藤
隆
東京薬科大学薬学部生化学教室
当科におけるアダリムマブによる治療を施行した化膿性汗腺炎〜有効例と無効例の検討〜
菊池 信之〈きくち のぶゆき〉
，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
酒さ患者の背景・増悪因子；東北大学病院を受診した酒さ患者 340 名の後方視的調査
入間田萌花〈いりまだ もゆか〉，山本
悠，照井
仁，大森 遼子，山﨑 研志
東北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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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毛症 …………………………………………………………………………………………
P39-1

P39-2
（O6-2）

P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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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4
（O1-1）
P39-5
（O6-6）

P39-6
（O6-8）

成人円形脱毛症に対するバリシチニブの有効性と安全性：BRAVE-AA1 試験
（第 3 相部分）
1）
2）
3）
井阪 圭孝 〈いさか よしたか〉
，Brett King ，Ohsang Kwon ，
4）
Natasha Mesinkovska ，Justin Ko5），Jill McCollam6），Guanglei Yu6），
Katrin Holzwarth6），Amy DeLozier M6），Maria Hordinsky7）
日本イーライリリー1），Yale School of Medicine2），
Univ Med Cen Hamburg Eppendorf 3），Univ of California Irvine4），Stanford Univ5），
Eli Lilly and Company6），Univ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7）
成人円形脱毛症患者に対するバリシチニブの有効性と安全性：BRAVE-AA2 試験結果
大山
学1）〈おおやま まなぶ〉
，Brett King2），Ohsang Kwon3），
Abraham Zlotogorski4），Justin Ko5），Natasha Atanaskova Mesinkovska6），
Maria Hordinsky7），Yves Dutronc8），板倉 仁枝9），Sinclair Rodney10）
杏林大学1），Yale School of Medicine2），Seoul National Univ3），Hebrew Univ4），
Stanford Univ5），Univ of California Irvine6），Univ of Minnesota7），
Eli Lilly ＆ Company8），日本イーライリリー9），Sinclair Dermatology10）
外用 JAK 阻害薬とエキシマライトの併用療法が有効であった尋常性白斑合併円形脱毛症
の1例
村上 香織〈むらかみ かおり〉
，福田桂太郎，竹内紗規子，筋野 和代，谷川 瑛子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皮膚科
プロテオミクスを用いた男性型・女性型脱毛症の毛髪中のバイオマーカー探索
杉元 啓悟1）〈すぎもと けいご〉
，太田あつ子1），板見
智2）
株式会社アデランス研究開発部1），大分大学医学部2）
久留米大学病院における円形脱毛症に対するステロイドパルス療法の検討
本田 えり〈ほんだ えり〉
，荒川 正崇，夏秋 洋平，武藤 一考，石井 文人，
名嘉眞武國
久留米大学皮膚科
COVID-19 ワクチン接種と円形脱毛症増悪の関連について
入澤 亮吉1,2）〈いりさわ りょうきち〉
，森
美穂1），武田 芳樹1），沼田 貴史1），
内山 真樹1），原田 和俊1,2），樋口 恵理2）
東京医科大学皮膚科学分野1），ワタナベ皮膚科2）

発汗異常 ………………………………………………………………………………………
P40-1
（O8-2）

P40-2
（O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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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でパルス療法を施行した特発性後天性全身性無汗症患者の解析
今福 恵輔〈いまふく けいすけ〉
，柳
輝希，葭本 倫大，宮澤
元，
岩田 浩明，氏家 英之
北海道大学病院皮膚科
本邦における無汗性外胚葉形成不全症患者 24 名の疫学調査―アレルギー疾患合併の検討
を中心に―
稲澤美奈子1,2）〈いなざわ みなこ〉
，並木
剛1），端本 知佳1），宇賀神つかさ1），
藤本 智子1,3），宗次 太吉1），横関 博雄1）
東京医科歯科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1），小杉町クリニック2），
池袋西口ふくろう皮膚科クリニック3）

全身疾患と皮膚，デルマドローム …………………………………………………………
P41-1

P41-2

P41-3

栄養に注目した新しい皮膚科診療
栗木 安弘〈くりき やすひろ〉
甲子園栗木皮膚科クリニック
両手に角化病変が出現した，多発性骨髄腫の 1 例
西島 千博1）〈にしじま ちひろ〉
，高山
茜1），伊與部玲奈1），稲沖
真1），
周藤 英将2），松下 幸代3）
金沢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同血液内科2），ひまわり皮膚科3）
皮疹を契機にグルカゴノーマの診断に至った壊死性遊走性紅斑の 1 例
辛
和樹1）〈しん かずき〉
，李
殷先1），濱本 龍典1），石橋
智1），
荒木 信之1），猪又 直子1），奥坂 拓志2），緒方
大2），大原
学3）
昭和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1），国立研究開発法人国立がん研究センター中央病院2），
西小山皮膚科3）

その他 …………………………………………………………………………………………
P42-1

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後待機時間内に発生した対応事例の検討
藤本
篤1）〈ふじもと あつし〉
，苅谷 直之1），鈴木竜太郎1），田村 真麻1），
伊藤 朋之1），澁谷 裕之1），酒井 俊明1），赤澤 洋祐2）
医療法人メディカルビットバレーエールホームクリニック1），株式会社共栄堂2）
P42-2
地方のクリニック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ワクチンの接種経験
苅谷 直之1）〈かりや なおゆき〉
，藤本
篤1），鈴木竜太郎1），田村 真麻1），
伊藤 朋之1），澁谷 裕之1），酒井 俊明1），赤澤 洋祐2）
エールホームクリニック1），株式会社共栄堂2）
P42-3
びまん性大細胞型 B 細胞リンパ腫を発症した 1 型高 IgE 症候群の孤発例
鈴木由以佳1）〈すずき ゆいか〉
，棚橋 華奈1），伊藤 靖敏1），葉名尻 良2），
高間 寛之3），渡辺 大輔3），秋山 真志1）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学1），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血液・腫瘍内科学2），愛知医科大学皮膚科3）
P42-4
皮膚病変の臨床写真におけるカラーマネージメント技術の応用
（O8-5）
末廣 昌敬1）〈すえひろ まさたか〉
，村上 絵美1），沼田 智史1），田中 暁生1），
三好 裕樹2），千葉 崇人2），高瀬 紘一2），堀内 智博2），秀
道広3）
広島大学病院医系科学研究科皮膚科学1），凸版印刷株式会社2），広島市立広島市民病院3）
P42-5
肺癌に使用した抗 PD-1 阻害薬による骨病変を伴う遷延性の結節性紅斑様肉芽腫
（O11-7）
山本真有子1）〈やまもと まゆこ〉
，中島 英貴1），岡田 浩晋2），村松 脩大3），
佐野 栄紀1）
高知大学皮膚科1），高知大学呼吸器外科2），高知大学整形外科3）
P42-6
皮膚科・形成外科用写真整理ソフトウエア Image Teleporter の開発
寺田 伸一1）〈てらだ しんいち〉
，中島 弓子1），ボー ユィ ルク2），山本 裕和3）
医療法人社団茉悠乃会船橋ゆーかりクリニック1），アイエムリンクベトナム2），
アイエムリンク3）
P42-7
皮膚科遠隔医療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研究
三浦 槙平〈みうら しんぺい〉
，赤坂 俊英，天野 博雄
岩手医科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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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0 年間に当科で経験した下腿潰瘍 165 例の臨床的検討
則川 菜摘〈のりかわ なつみ〉
，高田 満喜，山本 俊幸
福島県立医科大学
当院における下肢静脈性潰瘍に対して血管内レーザー焼却術を施行した 17 例
，岩井 敦子1），村嶋 寛子1），水野 明宏2），
加藤 彰大1）〈かとう あきひろ〉
2）
齋藤 慈円
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附属東部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1），
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附属東部医療センター心臓血管外科2）
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の副反応と体質的免疫バランスとの関連性
森本 広樹1）〈もりもと ひろき〉
，早野
聡2,3），小沢 直也2,4），小倉 康晶1,2），
臼井 広明2,5），宇佐美貴寛2,6），大瀬 綾子2,7），大塚 正樹1），宮地 正彦8），戸倉 新樹1,2）
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皮膚科・皮膚腫瘍科1），中東遠アレルギー疾患研究センター2），
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小児科3），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呼吸器内科4），
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耳鼻咽喉科5），中東遠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眼科6），
中東縁総合医療センター総合内科7），中東縁総合医療センター外科8）

